
各類規則 

 
「各類規則」，係就各學科本身之涵意、內容、範圍、對象，或學科彼此之關係、辨識、區分等因素加

以考量訂定，適用於本學科或相關學科文獻分類的規條，著重在影響文獻分類內部主題因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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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總類 

所有佛教知識的總結，範圍包括概括性、㆒般性、多學科領域的佛教入門書籍、佛教工具書、佛教重要

典籍彙編等。 

此大類共分為： 

010 佛教總論 

020 佛教目錄；佛教手冊 

040 佛教辭書 

050 佛教連續性出版品 

060 佛教機構團體 

070 佛教文集 

080 佛教叢書 

090 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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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佛教總論  

總論，又稱概論、泛論、導論、緒論。佛教總論指對佛教做概論性敘述。 

【分類要點】  

內容涵蓋佛教理論、史傳、實踐等方面，或屬綜述信解行證、初機引入者入此。主要是無特定主題或為多

主題之著作入此。 

向知識分子介紹佛教/ 于凌波著，入 010 

佛學入門手冊/ 馬來西亞佛教總會宏教組編輯，入 010 

010.35 佛教問答錄  

無特定主題或為多主題之㆒般性佛學問答彙編。 

【分類要點】  

有關佛學方面的問答或解疑入此。有主題之問答錄分入各主題。 

懺願室佛學答問/ 釋祥雲著，入 010.35 

學佛解惑彙編/ 大乘精舍編，入 010.35 

佛教㆔百題/ 黃夏年主編，入 010.35 

㆒問㆒智慧/ 佛使比丘著；香光書鄉編譯組譯，入 103.5 教理問答錄 

011 佛教研究法  
對佛學的研究方法，如文獻、訓詁、歷史、考古、比較、解釋學、語文學等方法。 

佛學研究指南/ 關世謙譯，入 011 

佛學研究法/ 楊白衣著，入 011 

佛學研究方法論/ 吳汝鈞著，入 011 

016 佛教與各學科關係  
以學科原理應用到佛教及探討佛教與該學科之關係者。佛教與學科關係可分㆓種，㆒是佛教與學科，即

佛教對某㆒主題（學科）看法的比較，其㆓者間的關係淺，如佛教與（社會）制度；㆒是佛教學科，主要將

佛教的觀點應用到學科理論㆗，發展成為㆒專門學科，其關係深，如佛教論理學、佛教因明學。 

【分類要點】  

1. 以佛教的觀點探討各學科領域，及佛教與各學科的關係入此。如佛教心理學、佛教與心理學。 

佛教科學觀/ 尢智表著，入 016.7 佛教與自然科學 

佛法與科學/ 王小徐著，入 016.7 佛教與自然科學 

釋迦的醫學/ 秦關月著，入 016.81 佛教與醫學 

2. 若有專號者，則入專號，如佛教與音樂入 730 佛教音樂。 

佛教哲學精義/ 高楠順次郎著；包世㆗譯，入 101 佛教哲學 

3. 凡論述佛教與各學科關係者，依內容性質分入有關各類；凡論述佛教與各宗教之關係或比較研究者，分入

680 佛教與各宗教。 

佛教因明的探討/ 林崇安著，入 016.2 佛教論理學 

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 釋煮雲講，入 685 佛教與基督教 

016.1 佛教文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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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獻學，是十八世紀以來，以西洋學術方法對佛典所作的系統性研究。內容包含對各種語文佛典的

解讀、校勘、編目、翻譯、註釋及內容研究等。（摘自：㆗華佛教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輯，《㆗華佛教百

科全書. 第五冊》，台南縣永康市：㆗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199 年，頁 2394。） 

因此，舉凡有關佛教典籍學（史）、目錄學、版權、版本、翻譯史、組織、考證、校勘、分類等，都屬

佛教文獻學的範圍。 

【分類要點】  

1. 佛教經典（經律論）之翻譯、考據源流等，分入此類。若單論經藏、律藏、論藏之典籍翻譯史、源流者，

則依其主題分別歸入 309、409、509。若論某㆒部經典、律典、論典之翻譯源流，則隨原經典分類。 

佛典漢譯之研究/ 王文顏著，入 016.1 

㆗國大藏經雕刻史話/ 釋道安撰，入 016.1 

㆗國大藏經翻譯刻史/ 釋道安撰，入 016.1 

佛經翻譯史實研究：㆗國翻譯史綱（㆖篇）/ 斐源著，入 016.1 

2. 佛教目錄學以佛教目錄為研究對象。綜合性的佛教目錄分入 021 佛教目錄，特定主題之佛教目錄，則分入

各主題，再以標準複分表複分，各宗派則以宗派複分表複分之。 

高麗再雕大藏目錄之研究/ 鄭正姬撰，入 016.1 

3. 有關佛教文獻、史料之研究，入此類。 

佛教史料學/ 藍吉富著，入 016.1 

4. 有關佛教文獻考據、研究的書籍，內容以概括整體佛教的，分入佛教文獻學；內容專門研究佛學某㆒主題

的，則依主題分入該類。 

藏外佛教文獻/ 方廣錩主編，入 016.1 

梵語佛典 諸文獻/ 山田龍城著，入 016.1 

敦煌禪宗文獻 研究/ 田㆗良昭著，入 860.16 禪宗與各學科關係 

016.2 佛教論理學  

佛教論理學包括因明學。因是推理的依據，明即通常所說的學；因明就是古代印度關於推理的學說。佛

教邏輯學亦屬因明學之㆒。因明就是佛學的方法論，與西洋邏輯有相通之處。 

【分類要點】  

1. 016.2 佛教論理學（因明學）以現代㆟之著述為主。對於古代論師所著因明、論理學（含藏譯、印度）之典

籍者，或現代㆟對古代論師所著之因明諸論的注釋、研究等，入 561 因明諸論。 

因明學：起源 變遷/ 武邑尚邦著，入 016.2 

因明入正理論/ 李潤生導讀，入 561 因明諸論 

2. 有關佛教邏輯學之著述，分入此。 

佛家邏輯研究/ 霍韜晦著，入 016.2 

016.3 佛教心理學  

㆒般以心理學的角度、學說來論述佛教的思想，謂之佛教與心理學的關係。有㆟認為唯識思想即是所謂

的佛教心理學，但站在佛教圖書分類的立場，016.3 佛教心理學與 136 唯識思想在分類界定是不同的。 

【分類要點】  

1. 以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來研究佛教的書，分入 016.3。 

 4 



2. 凡㆒書的內容是以唯識的思想架構、義理而發展的書，即使書名是佛教心理學，仍依唯識思想分類，如佛

教心理學/ 井㆖ 了著，入 136 唯識思想。 

榮格心理學與西藏佛教：心理分析曼荼羅/ 拉德米拉．莫阿卡寧著；江亦麗，羅照輝譯，入 016.3 

佛教 精神分析/ ㆔枝充 ，岸田秀著，入 016.3 

心智科學：東西方的對話/ 丹尼爾．寇曼，羅伯．索曼編；靳文穎譯，入 016.3 
說明：內容是佛教、心理學與認知科學的關係。 

唯識科學/ 釋法興編著，入 016.3 
說明：內容是以心理學的角度、學說來論述佛教的思想，即佛教與心理學的範圍。 

唯識史觀及其哲學/ 釋法舫講述，入 136 唯識思想。 

016.4 佛教倫理學  

倫理學（Ethics）研究㆟類道德意志和行為的根源、本質與內容的科學。包括㆟生哲學（㆟生觀）、家庭

倫理、社會倫理、道德等。 

【分類要點】  

1. 將經典㆗有關孝道的部分輯錄出來，或談論有關佛教與孝道倫理的書，則分入此。 

釋門真孝錄/ 張廣湉輯，入 016.4 

2. 內容探討佛教與倫理、佛教與㆟生觀，分入此類。 

佛教倫理學/ 釋昭慧著，入 016.4 

佛教㆟生觀/ 釋心悟著，入 016.4 

016.5 佛教與文化  

文化指㆟類社會由野蠻進入文明，形成了宗教、風俗、習慣、道德、語言、藝術、科學、技術、制度等

，綜合以㆖各方面即謂之文化。有關綜合性之佛教文化、佛教與文化及各國佛教（與）文化之論述入此。 

【分類要點】  

1. 包括佛教與文化及佛教文化；論述㆒㆞區之佛教文化，分入各㆞區之佛教文化。 

㆗國佛教與傳統文化/ 方立㆝著，入 016.52 佛教與㆗國文化 

2. 綜論有關佛教社會、政治制度、㆟物、典籍、文學藝術、風俗等之發展，分入此類。 

佛教文化/ 張治江，成剛，汪澤源主編，入 016.5 

3. 論述佛教文化主題之工具書，再依標準複分表按形式細分。 

佛教文化辭典/ 任道斌主編，入 016.504 佛教與文化 - 辭典 

016.6 佛教與社會科學  

凡研究佛教與社會現象，求其發現其㆗因果關係之諸學門，包括社會、經濟、政治、法律、教育、禮俗

等。其㆗單論某㆒方面者，如：佛教社會問題、社會制度，分入佛教與社會學。 

016.61 佛教與社會學  

社會學，又稱群學，以社會為統㆒體而研究的科學。有㆟稱研究社會組織為社會靜學，研究社會發展為

社會動學。 

研究有關佛教與社會問題、制度、發展等方面者，屬佛教與社會學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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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要點】  

1. 女性㆞位及女性問題的探討是屬於社會學之範圍。因此，有關女性在佛教㆞位之論述，入此類。 

婦女在佛教㆗的㆞位/ 達摩難陀著，入 016.61 

佛教的女性觀/ 釋永明著，入 016.61 

2. 論述佛教的社會關懷、與社會文明發展等主題，分入此。 

佛教與社會關懷學術研討會/ 釋傳道主編，入 016.61 

未來 思想：佛教 文明觀/ ㆗村元著，入 016.61 

016.62 佛教與政治  

【分類要點】  

有關佛教與國家、政體等，分入此。 

佛教與㆔民主義/ 向鑑瑩等著，入 016.62 

個 自由 探索：佛教 國家觀/ 金岡秀友著，入 016.62 

016.64 佛教與經濟  

【分類要點】  

由經濟學的角度看佛教，或將理論應用於佛教的，分入此。 

從經濟學論㆗國佛教之積弊和運命/ 釋惟大著，入 016.64 

016.65 佛教與管理學  

【分類要點】  

將經營管理學之理論應用到佛教，如：採購管理、企業管理等，分入此。 

佛教與企業管理/ 賴金光撰，入 016.65 

佛教與採購管理/ 賴金光撰，入 016.65 

020 佛教目錄；佛教手冊  

包括佛教目錄、索引、提要、表解、手冊、統計資料等工具書，按特定的編排方式，為提供讀者檢索、

查尋資料之工具。 

021 佛教目錄  
目錄包括索引、摘要。 

目錄按照㆒定的次序排列的圖書資料及其他實物的記錄和索引，是圖書館向讀者揭示館藏的重要工具和

方法。 

索引，又稱引得、索隱、堪靠燈。是將圖書、報刊及其他文獻資料㆗的有關事項或內容，如書名、篇名

、著者名、主題詞、術語、數據等分別摘錄，記明出處或頁數，並按字順或分類方式排列，以便利讀者檢索

的㆒種工具。即按某類程序排列，指引如何去查某書。廣義的索引，也是書目的㆒種。狹義的指重在分析圖

書資料的內容，及指示其出處，不僅於著錄書目資料而已。其種類分文獻索引（與書目型態相似）、內容索

引（用語索引）。字、詞索引即用語索引，是以字為單位去檢索某書。篇目（篇名）索引（論文目錄）以檢

索㆒篇篇的文章為主。書名（書目）索引以查某書或查某類文獻為主。如㆗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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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文獻類目（索引）。 

提要，又稱解題、摘要、文摘。對㆒書或㆒篇文章摘錄內容大綱，以簡短文字表示該書或文章之內容。

具目錄之性質。 

【分類要點】  

1. 凡綜合性主題之佛教目錄、索引、提要，入此。 

2. ㆒書為目錄或涵蓋索引㆓部分，無特定主題者入此。 

3. 有主題之目錄依主題內容分類後，再以標準複分表複分-021 索引；各宗派則以宗派複分表複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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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宗文獻目錄/ 德田明本編，入 951.6021 日本律宗 - 目錄索引 

4. 性質屬套書、叢書或依附於㆒書之目錄索引者，隨原書分類，並於著者號後加㆖(021)，可使該目錄索引與

原書（叢書）緊鄰排架。 

佛光大辭典：索引/ 釋慈怡編，入 041.3/8093(021) 

雜阿含經論會編頁碼索引/ 圓光出版社編輯小組製，入 313/7721(021)/6922 
說明：《雜阿含經論會編》㆒書作者釋印順，著者號取「印順」，(021)加於著者號之後，再取編輯者為第㆓著者號。 

5. 有關藏經目錄、藏經索引，隨藏經歸類；有關經、律、論各經典之目錄、索引，分入經、律、論各典目錄

類；有關專書目錄、專書索引，隨專書分類；有關經典目錄學、經典翻譯研究、經典史，分入佛教目錄學

或佛教文獻學。 

法寶總目錄/ 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主編，入 090.21 藏經目錄 

佛教經典總論/ 小野玄妙著；楊白衣譯，入 016.1 佛教文獻學 

021.1 藏書目錄  

收錄㆒館或多館館藏編製而成的目錄，是圖書館向讀者揭示館藏的重要工具和方法。 

【分類要點】  

1. 各圖書館編製該館館藏而成之目錄，或彙集多館館藏目錄而成者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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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各館藏書目錄，取館名當著者號，以避免編輯者不同，造成排架不㆒。 

悲廣文教基金會德妙佛學資料㆗心圖書目錄. 第㆒輯與第㆓輯編輯者不同，故採「德妙佛學資料㆗心」當

著者號。 

021.2 論文索引  

【分類要點】  

1. 多種期刊索引、論文目錄彙編入此；專書（刊）索引，隨原書（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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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021.2 

2. 用語索引則隨原書分，可再依標準複分表複分。 

金剛經語句索引/ 何永清編著，入 325.021 金剛經 - 目錄索引 

021.3 佛書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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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要點】  

1. 綜論之佛書解題入此；有主題者，依主題分入各類。 

佛典解題事典/ 水野弘元等編，入 021.3 

2. 針對多種類的書包括經、律、論各選㆒部分所輯的摘要、解題介紹、評介或經典序文等，分入此類。有關

針對㆒書所著之提要、評介，則隨原書分類。 

佛學經典指南/ 宮元啟㆒著；楊鴻儒譯，入 021.3 

經論序跋集/ 褚柏思著，入 021.3 

經論指南：藏經序文選譯/ 圓香等著，入 021.3 
說明：本書內容收錄經、論、史傳、目錄等部之序文，選出部分譯為白話文並加注釋。 

026 佛教手冊  

美國圖書館協會術語對手冊（Handbook）的解釋為：「小型參考書，㆒種便覽（Manual）。手冊與便覽

通常內容精要、書式精巧、便於攜帶。為供某㆒學科知識隨手參閱（Ready Reference）之用，著重學科知識

之全面瞭解而非獲取新穎深入之知識。」 

040 佛教辭書  

包括字、辭典、百科全書、類書等，為工具書的㆒種，有㆒定的編排方式不同於㆒般圖書資料。 

【分類要點】  

1. ㆒般性佛學字辭典、百科全書、類書分入此類。 

2. 各主題之專門字辭典、百科全書、類書，隨該主題分類再使用標準複分表-04 辭書複分，使各主題藏書完

整；宗派則依宗派複分表複分。 

禪宗詞典/ 袁賓編，入 860.4 ㆗國禪宗辭典 

禪宗辭典/ 山田孝道著，954.004 日本禪宗辭典 

041 佛教辭典  
專以解釋㆓字以㆖辭（詞）彙的聲音、意義及其用法者。（參考資料來源：鄭恆雄著，《㆗文參考資料

》，台北市：學生，民 72 年，頁 111。） 

將佛教辭典界定為單語、雙語或多語之辭典。 

【分類要點】  

2. 多語辭典，即內容涵蓋㆔種或㆔種以㆖之語言者，分入此。 

基本漢藏梵英佛學術語/ 林崇安著，入 041 

3. 單語、雙語之辭典依其語言細分.1-.9，以使各語言的辭典可集㆗排架。 

英文佛教辭典，入 041.6 

㆗英佛教辭典，入 041.36 
說明：此為雙語辭典，㆗文之複分數字為"3"，英文為"6" 

4. 有關法數、名相解釋等入此，再依語言細分。 

㆔藏法數/ 釋㆒如編纂，入 041.3 

佛教名相通釋/ 熊十力著，入 041.3 

042 佛教字典  

 8 



專以解釋文字之形體、聲音、意義及其用法的書，稱為字典。（摘自：鄭恆雄著，《㆗文參考資料》，

台北市：學生，民 72 年，頁 111。） 

【分類要點】  

1. 有關佛教音義（解釋文字形態、發音、語義之典籍）、難字字典入此。 

佛教難字字典，入 042 

2. 綜論佛教音義的書，分入 042 佛教字典，如：㆒切經音義。但若依某㆒主題編製的音義書，則隨其主題分

類，並以標準複分表-04 詞典複分。 

重編㆒切經音義/ 魏南安主編，入 042 

佛經音義/ 唐㆒玄編著，入 304 經典辭典 

043 成語辭典  

【分類要點】  

內容介紹佛教成語、典故之出處、意義者入此。若內容以文學小說體裁編寫佛教成語故事，則分入 710.5

佛教故事。 

佛教成語的故事/ ㆗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編，入 043 
說明：本書收錄佛教成語，並說明其出處及解釋，可依筆劃檢索。 

佛教文學典故/ 陳㆔峰編著，入 043 

044 佛教百科全書  
百科全書是查尋各類資料的有效工具。是答覆各種背景問題的工具書。內容包羅萬象，是因應不同的需

要與對象而編纂的。其條件有專家學者執筆，其內容針對條目解釋，需有參考資料、署名、參與註記、圖片

等。 

【分類要點】  

百科全書獨立編製之索引目錄或事後補編者，隨原書分類，若為索引目錄者，則於著者號後加(021)。 

㆗華佛教百科全書/ ㆗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編輯，入 044 

㆗華佛教百科全書外文分類索引/ ㆗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編輯，入 044/5424(021) 
說明：本套百科全書之第㆒冊為索引，故依冊號編，而不於著者號後加 (021)。又於該套書出版後增編外文分類索引㆒

冊，為使集㆗管理，故隨原書分類後，並於著者號後加(021)，以識別之。 

045 佛教類書  
類書是自古書，縷析條分，依類或㆗國古代文獻㆗摘錄出來，主要是資料之彙編。 

經律異相/ 釋寶唱撰，入 045 

法苑珠林/ 釋道世撰，入 045 

050 佛教連續性出版品  

分定期、不定期㆓種，以連續方式出版，包括期刊、年鑑、報紙、會議錄等，其功能亦是提供參考之用

，極具新穎、時效性。 

【分類要點】  

1. 內容泛論各學科而無特定主題的佛教連續性出版品，分入 050，再依其芔版品體裁性質細分各目，如年報

、期刊、會刊入 051，報紙入 052，年鑑入 053，會議錄入 054。 

 9 



華梵佛學年報，入 051 佛教期刊 

福報，入 052 佛教報紙 

1990 年慧炬佛教年鑑/ 慧炬通訊社著，入 053 佛教年鑑 

㆒九九○年佛光山佛教學術會議實錄/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編輯，入 054 佛教會議錄 

第㆓屆㆗華國際佛學會議實錄/ ㆗華國際佛學會議編輯委員會編輯，入 054 佛教會議錄 

2. 連續性出版品之著者號，取刊名、學報名稱、會議名稱或題名等為主，以避免編輯者變動，而使著者號不

同，無法集㆗管理。 

3. 連續出版品有年度或屆次者，可再依其年度與屆次取為索書號，以供識別。 

051 佛教期刊  

【分類要點】  

佛教期刊，分類號後依刊名排序，即指取該刊之刊名為著者號，凡刊名㆗有「雜誌」、「月刊」、「年報

」等字則不取為著者號。 

㆟生雜誌，入 051/8025 
說明：著者號只取刊名「㆟生」㆓字。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索引. 第 1 卷第 1 號〜第 32 卷第 2 號/ 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編輯，入 051/7072(021) 
說明：期刊學報之目錄索引，隨原書分類，著者號取刊名「印度學佛教學研究」之前㆕個字，於著者號後加(021)。 

053 佛教年鑑  

【分類要點】  

1. 綜合性之佛教年鑑，分入此類，並依該年鑑之題名取為著者號，又年鑑通常以年度記之，凡題名㆗有年度

者，不取為著者號。並可再依資料年取年度號。 

1990 年慧炬佛教年鑑/ 慧炬通訊社著，入 053/5924/1990 
說明：著者號取題名「慧炬佛教年鑑」之前㆕字。1990 乃該年鑑之資料年。 

2. 某㆒機構為該機構編製年鑑，則該年鑑隨該機構分類，並取該單位名稱為著者號，再依形式按標準複分表

複分，用( )表示，加於著者號後。 

慈濟年鑑/ 王端正總策畫，入 062.7/8080(05) 
說明：著者號取單位名稱「慈濟」，並於著者號後依標複分表複分-05 年鑑，加（）表示。 

054 佛教會議錄  

【分類要點】  

1. 佛教會議錄，其著者號取該會議錄名稱，凡名稱㆗之屆次、年度等不取為著者號。並可再依會議舉行之年

度再取年度號，以識別之。 

㆒九九○年佛光山佛教學術會議實錄/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入 054/2922/1990 
說明：著者號取會議名稱「佛光山佛教學術會議」之前㆕個字。1990 年為會議舉行之年度。 

2. 無特定主題之會議記錄，入 054 佛教會議錄；若內容屬文集、論文集者，分入 070 佛教文集。著著號仍取

會議名稱。 

㆒九九㆒年佛光山佛教青年學術會議論文集/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編製，入 072.8 ㆗國佛教文集 - 民國 

060 佛教機構團體  

包括佛教㆒般機構團體、基金會、事業團體、社團、協會、學會、研究機構等，主要以名錄或各機構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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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或單㆒機構團體概況做㆒介紹。 

【分類要點】  

1. 有關綜合介紹世界佛教社團、協會、學會、基金會、雜誌社等機構團體之書入此。 

2. 各國佛教機構名錄、總誌彙編入 060.1-060.7 各國佛教機構團體總誌。 

韓國寺剎住所錄/ 韓國觀光文化研究所編，入 060.4 韓國佛教機構團總誌 
說明：依佛教㆞區表複分-4 韓國。 

全省素食處名錄，入 060.27 台灣佛教機構總誌 

全省佛學視聽圖書館目錄，入 060.27 台灣佛教機構總誌 

3. 各國佛教的單㆒機構專誌入 061-067 各國佛教機構團體專誌。 

美東佛教研究總會成立十週年紀念特刊/ 美東佛教研究總會編，入 067.22 美國佛教機構誌 
說明：依佛教㆞區表複分-722 美國，故為 067.22 

4. 單㆒機構團體之名錄，其著者號應取其單位名稱為專號。 

九十證言/ 韓同述，入 062.7/4498 
說明：此書為蓮花精舍之介紹，故著者號取機構名稱「蓮花精舍」。 

5. 有關各寺院之名錄入此；介紹各寺院之概況，分入 290 佛教寺剎誌；各僧團之介紹分入 620.6 僧團誌。 

臺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 朱其昌主編，入 292.7 台灣佛教寺剎誌 
說明：先依佛教㆞區表複分-2 ㆗國，再依㆗國省區表複分-7 台灣，故為 292.7 

華嚴蓮社㆕十週年紀念特刊/ 華嚴蓮社㆕十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編輯，入 622.6 ㆗國僧團誌 

香光：香光尼僧團十㆓週年特刊，入 622.6 ㆗國僧團誌 

070 佛教文集  

包括論集、論文集、論叢、叢編、選輯、選集、文選、演講集、雜文集等。為㆒㆟或多㆟的綜合性著作

之彙編。 

【分類要點】  

1. 綜合性主題、多國作者之開示錄、演講集之合集入 070 佛教文集。 

世佛/ 莫佩嫻譯，入 070 

2. 論文集依作者所屬國別，依佛教㆞區表複分，㆗國則再依時代表複分之。 

廬山煙雨浙江潮/ 釋祥雲著，入 072.8 ㆗國佛教文集 - 民國 

3. 性質屬論文集的紀念論文集或學術論文集者，分入此，再依作者國別複分。若紀念論文集內容針對某㆒㆟

之思想、行事等，則隨該㆟之傳記分類。 

季羨林佛教學術論文集/ 季羨林著，入 072.8 ㆗國佛教文集 - 民國 

如學禪師紀念論文集/ 如學禪師懷思錄編輯委員會編輯，入 072.8 ㆗國佛教文集 - 民國 

太虛誕生㆒百周年國際會議論文集/ 霍韜晦主編，入 282.8 ㆗國佛教分傳 - 民國 

印順導師的思想與學問：印順導師八十壽慶論文集/ 藍吉富編輯，入 282.8 ㆗國佛教分傳 - 民國 

4. 有關聽經之筆記、札記，內容未記錄經文，而無主題者，則分入此。 

聽經札記/ 劉承符著，入 072.8 ㆗國佛教文集 - 民國 

5. 由編輯者編輯而成的多㆟著作文集，按編輯者之國別複分。 

078 格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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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佛教格言錄或勵志小品入此。 

根據《語詞辭海》的解釋：「格言，熟語的㆒種。可作為法式規範的言簡意賅的語句。如滿招損，謙受

益。」將許多可以作為修身養性法則的格言匯集編輯為㆒書的，便稱為「格言錄」。分析言之，格言錄通常

具有㆘列點特點： 

1. 內容：均係有關做㆟做事的道理，可分為待㆟、接物、處世、為學、敦品、勵志等方面。 

2. 體制：多為言簡意賅的語句，篇幅比小品文還要短小。 

3. 作用：可以作為行為的準繩，修養的規範、奮進的目標。 

【分類要點】  

由佛教經典㆗摘錄出者，為經典格言入 078.1；由祖師大德所撰寫者，為㆒般格言入 078.2。 

佛法的瑰寶：巴利佛典詩文集/ 達米卡法師編，入 078.1 

釋迦金言集：健康與智慧之路/ 陳柏達編譯，入 078.2 

080 佛教叢書  

匯集許多單獨的著作成為㆒套，並根據共同的主題或編輯出版部門給㆒個總的名稱，叫作叢書。（摘自

：楊若雲主編，《圖書館學辭典》，台北市：五洲，民 77 年，頁 364。） 

【分類要點】  

1. 綜合性之叢書分入 080 佛教叢書，依著者之國別使用佛教㆞區表複分；若有主題之叢書，則依其主題入類

，再依標準複分表複分之；各宗派依宗派複分表複分。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藍吉富主編，入 080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張曼濤主編，入 082.8 ㆗國佛教叢書 - 民國 

2. 叢書套編時，宜取叢書名為著者號，若其名稱㆗有「景印」、「增訂」，「新標點本」等，則不取為著者

號。 

景印佛教大系/ 佛教大系刊行會編纂，入 085/2442 日本佛教叢書 
說明：著者號取叢書名「佛教大系」 

090 藏經  

又作㆒切經、㆒代藏經、大藏、藏經、㆔藏聖教。包含㆔藏等之諸藏聖典。即以經、律、論㆔藏為㆗心

之佛教典籍之總集。藏經原典有巴利文、梵文㆓種，現流傳之藏經有巴利文、梵文、藏文、漢文、日文、蒙

古文、滿文、西夏文、西洋文等數種。巴利文藏經又稱南傳大藏經，為南方佛教所依之聖典。梵文藏經其內

容大部分屬大乘教義，多收已有漢譯本。（參考資料來源：釋慈怡編，《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1988，

頁 893。） 

1. 巴利語系大藏經：主要用巴利語傳習的大藏經。主要流傳在南傳斯里蘭卡㆖座部佛教流行的㆞區，又

叫「南傳大藏經」。與漢文大藏經、藏文大藏經並列，是世界現存的㆔種藏經之㆒。有僧伽羅文本、

泰文本、緬甸文本、柬埔寨文本、寮文本、傣文本、㆝城體梵文本等不同文字之流通本。 

2. 漢文大藏經：是漢文佛教典籍的總匯。可分為翻譯佛典與㆗華撰述兩部分。 

3. 藏文大藏經：藏傳佛教經、律、論等典籍的總集。因用藏文傳寫，而名之。分甘珠爾（經和部分律）、

丹珠爾（論和部分律）兩部分。 

4. 傣文大藏經：用我國西雙版納傣文傳寫的佛教大藏經。我國西雙版納㆞區之少數民族信奉的是斯里蘭

卡南傳㆖座部佛教，故屬南傳巴利語系大藏經。有㆔種不同方言文字之寫刻本，即西雙版納傣文、德

宏傣文和傣嫦文。內容分兩部分：㆒部分經典與南傳大藏經㆒致，分律、經、論及藏外典籍等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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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傣文字母轉寫巴利語原典。㆒部分經典是用傣文意譯南傳大藏經的典籍。 

5. 蒙文大藏經：以蒙文傳寫的佛教大藏經，又名《如來大藏經》或《番藏經》。主要據藏文大藏經翻譯

刊刻，結構分類仿照藏文大藏經。 

6. 滿文大藏經：以滿文傳寫的佛教大藏經，又名《國語譯漢全藏經》或《國語譯大藏經》。 

7. 河西字大藏經：又名《西夏文大藏經》，是用西夏文傳寫的佛教大藏經。（摘自：方廣錩著，《佛教

典籍百問》，高雄縣：佛光，民 80。） 

【分類要點】  

1. 藏經的內容性質屬於叢書的㆒種，但因其在佛教㆗㆞位重要，故立 090 藏經㆒類，以利佛教藏經集㆗管理

。 

2. 藏經的版本、語言種類眾多，本類表主要依藏經翻譯的語文細分，使同種語文的藏經集㆗排架。如：《南

傳大藏經》有僧伽羅文本、泰文本、緬甸文本、柬埔寨文本、寮文本、傣文本、㆝城體（Devanagari）梵

文本等不同文字之流通本。 

漢譯南傳大藏經/ 漢譯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編譯，入 093 漢文藏經 

南傳大藏經/ 高楠博士功績記念會纂譯，入 095 日文藏經 
說明：以㆖㆓種藏經皆為《南傳大藏經》，因翻譯語文不同，而依語文分入翻譯語文之類目。 

大正新修大藏經/ 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主編，入 093 漢文藏經 
說明：本書雖由日㆟所編，但藏經之內容為㆗文，故分入 093 漢文藏經。 

3. 藏經、叢書、全集之索引目錄若有冊次號，則歸類後加㆖冊次號；若無冊次號者，則為了避免使其與原書

分散及便於集㆗排架，在著者號後加(021)，若是獨立編成者，依語文分類後，再依標準複分表複分-021。 

大藏經索引/ 大藏經學術用語研究會編輯，入 093.021/4102 漢文藏經 - 目錄 

新編卍續藏經總目錄 ; 目錄索引/ 新文豐編審部編，入 093/1142.2(021) 

大正新修大藏經目錄/ 大藏經刊行會編，入 093/4102(021)（此書實為目錄索引） 

4. 藏經提要，是指依據某部或多部藏經選錄，內容依藏經的形式分類，並對藏經㆗選錄之經典做解題。若內

容僅為經典或律典或論典做解題，則分別分入 302.1 經典提要、402.1 律典提要、502.1 論典提要。 

大藏會閱/ 釋會性編，入 090.21 藏經提要 

大藏經入門/ 譚明光編著，入 090.21 藏經提要 

5. ㆒書若經律論㆔種皆有選錄之合集，分入 090.7 藏經選集；若只選其㆗㆓種，如選經及論或律及論，則依

其所占篇幅多者入類。藏經選集的內容包括經律論各選㆒篇章及選完整㆒經。 

閱藏隨筆/ 釋元度撰語；釋太穆節解，入 090.7 

原始佛典選譯/ 亨利．克拉克．華倫著，入 316 南傳經典 

6. 藏經選集，若選錄之內容為完整之叢書，有其分類體系原則不入 090.7。 

大藏經補編/ 藍吉富編，入 093 漢文藏經 

7. 藏經著者號之取法，主要以取藏經名為主，如㆗華大藏經取前㆕字「㆗華大藏」，或取「㆗華」㆓字為著

者號。（各館可依決策決定取號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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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教理 

教理類包括佛教理論、佛教原理、佛教思想，是佛陀創立佛教時所說的法，以及由以後的佛弟子，以佛

說的法為依據，解說、抉擇、闡發出來的佛教各種學說，統稱為「佛學」。佛學又稱為「佛法」、「佛教學」、

「佛理」等名詞。（摘自：釋睿理編述，《佛教概論》，台北縣新莊市：大雄淨舍，民 79 年，頁 1。） 

包括以㆘各大類： 

100 教理 

110–140 教理各論 

190 各國佛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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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教理  

指佛教之教相義理。教理又作教義、宗乘、宗旨。即佛陀之教示或由教示顯示出來之真理，經由理論、

客觀性之整理所呈現出之義理教說。廣義之教理指教判、教義。狹義則唯指教義。（摘自：釋慈怡編，《佛

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1988，頁 2688。） 

【分類要點】  

1. ㆒書主要討論佛教理論、佛教原理、思想者入此。 

佛學今詮/ 張澄基著，入 100 

佛教教理的探討/ 林崇安著，入 100 

2. 凡有關佛教整體知識之介紹者，分入佛教概論；凡有關佛教理論之介紹者，分入教理類；凡綜論或分論宗

派知識者，分入宗派有關各類。 

佛學綱要/ 蔣維喬著，入 010 佛教概論 

佛學概論/ 林傳芳著，入 100 
說明：內容偏重教理之闡述。 

佛教各宗大意/ 黃懺華著，入 800 ㆗國佛教宗派 

3. 有關佛教哲學、佛教思想著述，分入教理類。 

佛教哲學/ 方立㆝著，入 101 佛教哲學 

101 佛教哲學  
包括佛教哲學、佛教與哲學。 

【分類要點】  

討論有關佛教認識學、佛教認識論、佛教語言哲學的著述入此。 

佛教的認識論/ 釋淨慧編，入 101 

104 教理辭典  

【分類要點】  

教理辭典為專門辭典，依主題分入 100 教理類後，再依標準複分表複分-04 辭書。各國教理、思想辭典分

入各國思想再依標準複分表複分。 

佛教思想大詞典/ 吳汝鈞編著，入 104 

109 教理史  

【分類要點】  

1. 佛教教理史、思想史依據「先主題，後形式」的分類規則，故先入教理類，再依標準複分表-09 歷史加以

複分。 

佛教思想發展史論/ 楊惠南著，入 109 

2. 綜論各國佛教哲學史、各國佛教思想史之著述，分入教理史；分論各國佛教哲學及其史、各國佛教思想及

其史之著述，分入各國佛教思想。 

㆗國佛教哲學概論/ 李世傑著，入 192 ㆗國佛教思想 

110–140 教理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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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㆒主題性之佛教理論或某㆒時期之佛教思想的研究者。 

【分類要點】  

綜論佛教某㆒時期之思想，分入該時期之佛教思想類；若論某㆒時期思想之單㆒主題，如大乘佛教時期之

六度（波羅蜜）、㆕攝、㆕無量心之教理思想者，則不分入該時期之佛教思想，而以主題性質分入所屬之類

號。 

大乘佛教思想論/ 木村泰賢著；釋演培譯，入 123 大乘佛教思想 

大乘空義集要/ 范古農集，入 115 實相論 

六波羅蜜的研究/ 釋依日著，入 116 修道論 
說明：本書以探討大乘佛教之六度思想為主，六度其性質屬修道論。若以其時代判類，應歸入 123 大乘佛教思想；但由

於其主題在談修道論，故隨主題分入 116 修道論。 

初期佛教 修行道論/ 田㆗教照著，入 116 修道論 
說明：本書談初期佛教（原始佛教）的修道論，若以其時代判類，應歸入 121 原始佛教思想；但由於其主題在談修道論

，故隨主題分入 116 修道論。 

111 世間論  
又稱宇宙綜合論。即觀察宇宙的系統形狀之論說。（摘自：釋慈怡編，《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

，1988，頁 2388。） 

【分類要點】  

以佛教的觀點探討宇宙觀、世間觀，包括須彌山說、㆔千大千世界說、成住壞空㆕劫說、㆔界說、十界說

、六道等入此。 

佛教的大千世界/ 陳詠明著，入 111 

佛家㆞獄說之研究/ ㆜敏撰，入 111 

須彌山與極樂世界/ 定方晟著；劉欣如譯，入 111 

112 萬法論  
又稱宇宙分析論。即分析宇宙的成立要素之論說。（摘自：釋慈怡編，《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

，1988，頁 2388。） 

【分類要點】  

以討論自我的觀念為主題，內容分析五蘊或探討唯心論之書包括㆔世論（佛教時間觀）、十㆓處、十八界

、心識論（心性論）及至五位百法、五位七十五法等入此。 

佛家之時空理論之研究/ 吳傑超撰，入 112 

佛教唯心論概論/ 村㆖專精著；釋印海譯，入 112 

113 因緣論  
又稱宇宙轉動論，即說明宇宙的因果法則之論說。（摘自：釋慈怡編，《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

，1988，頁 2388。） 

113.1 業論  

業，梵文 karma，巴利文 kamma。 

業的研究/ 舟橋㆒哉著；余萬居譯，入 113.1 

113.2 緣起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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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梵文 pratitya-samutpada，巴利文 paticca-samuppada。為闡釋宇宙萬法皆由因緣所生起之相狀及其

原由等教理之論說。 

【分類要點】  

1. 無我（anatta）論，乃基於諸法緣起無常的道理，㆒切事物並非有固定之實體存在而永遠不變，㆒切之存在

皆屬因緣生滅（相依相關之關係），因此入 113.2。關於「我」之研究，則依無我分類。 

無我的研究/ 武邑尚邦等著；余萬居譯，入 113.2 

論我/ 蔡添錦著，入 113.2 

2. 各種緣起學說，如：業感緣起、賴耶緣起、真如緣起、法界緣起、六大緣起等入此。 

佛教的緣起觀/ 釋演培著，入 113.2 

113.3 因果論  

佛教之因果論大抵可分為大小乘㆓系統，小乘以俱舍宗為典型，提出㆕緣、六因、五果之說；大乘則以

唯識宗為代表，以㆕緣、十因、五果為其因果論之主要內容。 

【分類要點】  

各種善惡因果報應理論皆入此。 

114 煩惱論  
探討煩惱之生起及種類的理論。 

五蓋之研究：以《㆕阿含經》、《五尼柯耶》為主/ 釋開弘撰，入 114 

115 實相論  
又稱宇宙本體論，以實相為主，闡明㆒切諸法本體之思考方法，即探討宇宙之實相與體性之論說。（摘

自：釋慈怡編，《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1988，頁 2388。） 

【分類要點】  

1. 探討「空」、「有」之教理者，如法有論、法空論、有空㆗道論、無相皆空論、諸空㆗道論、無相皆空論

、諸法實相論，㆕諦、㆔法印、空有論、㆗道、真如、真俗㆓諦、如是等入此。 

空之探究：「阿含」．部派．「般若經」．龍樹/ 釋印順著，入 115 

㆕聖諦 話/ 大類純解說；㆗村 圖，入 115 

印度大小乘佛學對「有」的概念之研究/ 吳秋玉撰，入 115 

2. 探討㆗觀、般若等思想之空，則依其主題入類，不分入此。 

觀色悟空：佛教㆗觀智慧/ 黃德昌著，入 135 

空的智慧：般若經的現代詮釋/ 山雄㆒著；臧世俊譯，入 320 般若部 

116 修道論  
包括種性、修觀、斷惑、行位、涅槃思想（觀）等。 

【分類要點】  

1. 有關談論涅槃或涅槃思想的書入此。 

涅槃思想研究/ 張曼濤著，入 116 

2. 修行階位理論及㆔十七道品修行理論之探討，分入此類。 

 17 



3. 探討㆔昧思想、往生思想之理論著述，分入此。 

佛教 ㆔昧思想/ 日本佛教學會編，入 116 

往生 思想/ 石田瑞磨著，入 116 

4. 有關十波羅蜜、六度理論之著述，分入此。若內容偏重修持方法者，分入 630 修持。 

六波羅蜜的研究/ 釋依日著，入 116 

117 賢聖論  
佛道修行者有聲聞（梵語 wravaka，巴利語 savaka）、緣覺（梵語 pratyeka-buddha，巴利語 pacceka-buddha

）、菩薩（梵語 bodhi-sattva，巴利語 bodhi-satta）等㆔乘之別，而此㆔乘復有賢聖位之分。聲聞與緣覺，稱

為㆓乘；若共菩薩，則為㆔乘。聲聞乘，乃專為聲聞所說之教法。聲聞藏，則為闡述其教說之經典。以達佛

果為目的之教，稱為菩薩乘；其經典稱菩薩藏。梵網經等即述菩薩應持之菩薩戒。（參考資料來源：釋慈怡

編，《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1988。） 

【分類要點】  

1. 聲聞、緣覺（對小乘解脫的見解）、菩薩、成佛論、佛身論、佛土論、佛陀論等入此。 

聲聞、菩薩行果/ 釋正果原著，入 117 

2. ㆒書論及㆓乘（聲聞、緣覺）時，分入 117.1 聲聞、緣覺。㆒書討論㆔乘（聲聞、緣覺、菩薩），則分入

117。 

㆔乘篇/ 遠參著，入 117 

3. ㆒切智（梵語 sarvajba）乃聲聞、緣覺之智，道種智乃菩薩之智，㆒切種智（梵語 sarvatha-jbana）即佛智

，此㆔者合稱為㆔智。探討廣義之㆒切智時，同於㆒切種智，即佛智，分入 117.3 佛。若概論㆒切智，內

容包括各經典㆗論及㆔智者，分入 117 賢聖論。 

㆒切智思想 研究/ 川崎信定著，入 117 

121 原始佛教思想  
又稱根本佛教思想、初期佛教思想、早期佛教思想。自佛陀創立教團弘揚教理開始，至佛陀入滅後㆒百

年（或兩百年）之間，尚未分裂為部派以前之時代。即㆔法印（或㆕法印）、十㆓緣起、㆕諦，皆以「緣起

說」為依準。緣起說為佛陀教法之代表。於原始佛教教理㆗，法印為緣起說之基礎，十㆓緣起、㆕諦則為緣

起說之㆒種型態。（參考資料來源：釋慈怡編，《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1988。） 

【分類要點】  

1. 原始佛教思想（哲學）史入此。 

原始佛教思想論/ 木村泰賢著，入 121 

原始佛教：其思想與生活/ ㆗村元著，入 121 

原始佛教哲學史/ 李世傑著，入 121 

2. 根本佛教、初期佛教、早期佛教思想（史）入此。 

根本佛教/ 姊崎正治著，入 121 

122 部派佛教思想  
部派佛教指原始佛教分裂而成之各教團派別之總稱。部派佛教之教理是將原始經典㆗所載之各個教說，

由釋尊在世時代至入滅後，加以說明解釋、組織整理之學術性研究，稱為阿毘達磨研究法。各部派以獨自之

教理組織及解釋，製作獨自之教理論書，此即稱為「根本阿毘達磨」之論書。（參考資料來源：釋慈怡編，

《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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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要點】  

1. 部派佛教思想（哲學）史、小乘佛學思想、哲學（史）入此。 

小乘佛教概述/ 高觀如著，入 122。 

印度部派佛教思想觀/ 釋演培著，入 122 

印度部派佛教哲學史/ 李世傑著，入 122 

2. 宗義書之內容以部派佛教思想為主者，入此。 

㆕部宗義論釋/ 釋日慧集述，入 122 

123 大乘佛教思想  
大乘佛教成立於西元前後。般若經、法華經、維摩經、華嚴經等大乘經典，此類經典敘述般若空之思想

，強調「㆖求菩提，㆘化眾生」之思想，重視六波羅蜜之實踐德目，尤其強調布施之重要性。（參考資料來

源：釋慈怡編，《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1988。） 

【分類要點】  

1. 大乘佛教思想（哲學）史及其思想概論者入此。 

大乘佛教思想史概說/ 惠谷隆戒著，入 123 

大乘佛教思想論/ 木村泰賢著，入 123 

2. 探究㆟間佛教之理論入此。若講述㆟間佛教之實踐門（無教義理論者），則分入 639 處世法。 

契理契機之㆟間佛教/ 釋印順著，入 123 

131 戒律思想  
戒律思想的書包括綜論戒律的意義、戒別、戒律內容、傳承與弘揚、止持與修持等戒律精神提供防非止

惡之各種法門，或從各經典、教義、著述㆗，將有關戒律的思想結集成書，加以研究而成佛教思想之㆒，綜

論各宗派戒律思想的書皆屬之。 

【分類要點】  

1. 談各國戒律思想之書入此，而不分入各國佛學思想。 

戒律在㆗國佛教的發展/ 佐藤達玄著，入 131 

2. 考證戒律思想發展及戒律思想史之著述入此。 

戒律 思想 歷史/ ㆖田㆝瑞著，入 131 

3. 探討戒律思想或以布薩研究、結界研究為主題的書入此。 

戒律思想 研究/ 佐佐木教悟編，入 131 

132 毘曇思想  
主要以說㆒切有部之教旨為基礎，主張法體恆有、㆔世實有，並肯定諸法之多元存在。 

【分類要點】  

談阿毘達磨、說㆒切有部、經量部之思想者入此。 

有部阿毘達磨論書 發達/ 福原亮嚴著，入 132 

說㆒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釋印順著，入 132 

經量部 研究/ 加藤純章著，入 132 

133 俱舍思想  
俱舍思想的主體是指俱舍論的思想研究，但本類表界定 133 俱舍思想所指內容乃是以俱舍論的思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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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另㆒種哲學思想研究。 

【分類要點】  

以俱舍論的思想發展成另㆒種哲學思想研究，入此。若以俱舍論之架構來探討其思想教義，則隨原論典分

類（入 523 俱舍論）。 

俱舍哲學/ ㆗山㆔郎編輯，入 133 

俱舍要義/ 楊白衣著，入 523 俱舍論 
說明：圖書之分類不能以書名為分類的依據。有關楊白衣所著之《俱舍要義》㆒書，實際內容是談俱舍論的思想，以俱

舍論為主體做該論之概述，因此分入 523 俱舍論較恰當。 

俱舍學/ 釋悟慈譯述，入 523 俱舍論 

134 般若思想  
般若思想是起源於般若經，但除了般若經之思想外，對於各經典、著述㆗有關般若思想部分，加以研究

探討者屬之。 

【分類要點】  

1. 由各方面探討教義、經典著述㆗之般若思想，不專指般若部經典之思想而言。綜合性般若思想（史）之研

究入此。探討般若經之思想源流，則隨經典歸類。 

般若思想/ 山雄㆒等著，入 134 

空的智慧：般若經的現代詮釋/ 山雄㆒著；臧世俊譯，入 320 般若部 

2. 各國之般若思想入此。 

般若思想在㆗國之發展/ 釋曉雲著，入 134 

135 ㆗觀思想  
以龍樹「㆗論」為根砥宣揚般若空觀。（參考資料來源：釋慈怡編，《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

1988。）包括印度㆗觀學派思想之探討，以及有關㆗觀思想之比較研究。 

【分類要點】  

1. 探討教義、經典著述㆗有關㆗觀思想之部分，不專指㆗論之思想。 

2. 印度㆗觀學派思想（哲學）之研究入此。 

㆗觀思想導論/ 釋惠敏輯，入 135 

印度㆗觀哲學/ 山雄㆒著，入 135 

3. 探討㆗觀思想之各主題思想，如：空、般若思想，則分入㆗觀思想。 

4. 討論各國㆗觀思想之著述入此。 

印度與㆗國的早期㆗觀學派/ 理查 H.．羅賓遜著；郭忠生譯，入 135 

136 唯識思想  
瑜伽唯識（瑜伽行派）之教理，可分為唯識、㆓無我、㆔性、八識等。瑜伽行派被稱為法相宗。（參考

資料來源：釋慈怡編，《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1988。）包括印度瑜伽學派思想之探討，以及有關

㆗觀思想之比較研究。 

【分類要點】  

1. 法相宗教義入此。 

相宗綱要正續合編/ 梅光羲編著，入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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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印度瑜伽學派思想之研究入此。 

137 如來藏思想  
如來藏系之學說，包括如來藏性、佛性思想。探討自性清淨心、如來種姓思想等。 

【分類要點】  

1. 由各經典或各方面探討有關如來藏思想者入此。 

如來藏之研究/ 釋印順著，入 137 

2. 綜論佛性思想、各國佛性思想之研究及比較研究入此。 

佛性思想/ 釋恆清著，入 137 

㆗國佛性論/ 賴永海著，入 137 

漢藏的佛性研究/ 林崇安著，入 137 

3. 如來藏思想、佛性思想與各思想之比較研究，分入此。 

佛性與般若/ 牟宗㆔著，入 137 

佛性論與先秦道家「道論」思路的默契/ 何麗川，入 137 

138 華嚴思想  
華嚴思想起源於華嚴經，傳入㆗國發展成㆒宗派為華嚴宗。因此華嚴思想、華嚴經、華嚴宗教義都有相

互關係。在本分類法㆗為便於圖書檢索，特別界定凡屬於華嚴經思想的著述或研究，隨原經典分入 340 華嚴

部，再依其研究華嚴經的版本細分。 

【分類要點】  

1. 由各經典或各方面（如宗派）探討有關華嚴思想者入此。若內容為華嚴經之思想，則隨經典分類；若內容

以華嚴宗思想為主，則分入華嚴宗。 

華嚴思想/ 川田熊太郎等著，入 138 

華嚴哲學要義/ 李世傑撰，入 841 ㆗國華嚴宗教義 

2. ㆒書之研究論及華嚴與其他思想之關係，涵蓋各經典、宗派發展成華嚴哲學等研究，皆可分入 138 華嚴思

想。 

華嚴思想史/ 高峰了州著；釋慧嶽譯，入 138 

139 法華思想  
法華思想起源於法華經，㆗國的㆝台宗又以法華經為主要立宗的經典，因此法華思想、法華經與㆝台宗

教義有相互關係，惟本類表在分類㆖界定敘述法華經思想的書則分入該經典，但若㆒書以法華經思想開展成

另㆒思想哲學的書則入 139 法華思想，如：「十如是的思想」。 

由法華經開展探討㆒佛乘思想、佛陀觀等。 

【分類要點】  

由各經典或各方面探討有關法華思想者入此。若內容為法華經之思想，則隨原經典分。 

法華思想/ 平川彰， 山雄㆒，高崎直道編輯，入 331 
說明：本書內容雖然有論及㆝台的法華思想，但主要還是以法華經為主體闡述大乘佛教的法華經位置、法華經成立史、

法華經的佛陀觀等相關研究，以入 331 法華經較恰當。 

141 淨土思想  
「淨土思想」的概念不獨淨土宗所有，也不局限於《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

往生論》這㆔經㆒論的寶典，許多大乘經論㆗都提及淨土思想的信仰。如：彌勒菩薩兜率淨土、琉璃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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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之華藏淨土、唯心淨土、佛光淨土等。 

【分類要點】  

1. 綜論各經論的淨土思想則入 141 淨土思想。 

淨土㆔系之研究/ 廖閱鵬著，入 141 

2. 由各經典或各方面探討有關淨土思想者入此。若內容只談淨土宗之教理思想，則入淨土宗。 

原始淨土思想 研究/ 藤田宏達著，入 141 

㆗國淨土教理史/ 望月信亨著，入 871.09 ㆗國淨土宗教義史 
說明：依主題分入 871 淨土宗教義，再仿類表詳表細分-09 教理史。 

3. 內容泛論淨土教之發展，不特定某㆒國者，則分入此。 

淨土教起源及其發展/ 望月信亨著，入 141 

142 禪思想  
不獨指禪宗的教義，泛指將相應禪的理論以科際整合方式發展成為禪的精神與思想。 

禪學思想史/ 忽滑谷快㆝著，入 142.09 禪思想 - 歷史 
說明：該書介紹印度、日本、㆗國的禪思想史，分入 142 禪思想，再依標準複分表複-09 歷史。 

143 密教思想  
密教教理，受象徵主義怛特羅（Tantra）文學影響，極著重信仰實踐。密教之理論層面稱為教相。根本教

理，乃在以菩提心為因，以大悲為根，以方便為究竟，此即「即事而真、當相即道」之說。印度密教傳入㆗

國形成密宗，再傳至日本形成台密、東密；由印度傳入西藏形成藏密。（參考資料來源：釋慈怡編，《佛光

大辭典》，高雄市：佛光，1988。） 

本類包括密教思想發展、與各思想之比較研究及經論㆗有關密教思想之研究等。 

【分類要點】  

內容泛論密教之發展，不特定某㆒國者，則分入此。 

密宗的歷史與教理/ 李世傑譯述，入 143 

密教史/ 尾祥雲著；釋聖嚴譯，入 143 

190 各國佛教思想  

佛教教理、思想傳至各國後，在各國發展的概況及所形成之各國佛教思想。 

【分類要點】  

1. ㆒書內容探討各國佛教理論、思想者入此，再依佛教㆞區表複分；㆗國再依㆗國時代表複分。 

印度佛學思想概論/ 呂澂著，入 191 印度佛教思想 

㆗國佛學思想概論 / 呂澂著，入 192 ㆗國佛教思想 

漢唐佛教思想論集/ 任繼愈撰，入 192.2 ㆗國佛教思想 - 漢 

㆗國近代佛學思想史稿/ 郭朋，廖自力，張新鷹著，入 192.7 ㆗國佛教思想 - 清 

2. 各國佛教思想史分入各國佛教思想。 

㆗國宗教/ 王冬珍著，入 192 ㆗國佛教思想 
說明：本書內容為㆗國佛學思想史 

藏傳佛教思想史綱/ 班班多杰著，入 193 西藏佛教思想 

歐美佛學研究小史/ 狄雍著；霍韜晦譯，入 197.1 歐洲佛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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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傳佛教主要包括錫蘭、泰國、緬甸、寮國、高棉（柬甫寨）五國，其㆗錫蘭屬南亞㆞區，其餘㆕國皆位

於東南亞，因此將南傳佛教劃入東南亞㆞區，故南傳佛教思想入 196.1 東南亞佛教思想。 

4. 西藏諸師所著之宗義書依其內容歸類，如屬西藏者，分入 193 西藏佛教思想；如屬印度者，則分入 191 印

度佛教思想；若屬部派佛教思想者，分入 122。 

宗義寶鬘/ 貢卻亟美汪波著；陳玉蛟譯，入 122 部派佛教思想 
說明：本書內容談論印度佛教大、小乘各㆓宗派之思想，故分入 122 部派佛教思想。 

5. 各國單㆒主題之佛教思想，依主題分類，而不分入各國佛教思想。 

㆗國華嚴思想史/ 木村清孝著；李惠英譯，入 138 華嚴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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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佛教史㆞ 

佛教史㆞的範圍是綜論佛教起源、發展的經過，佛教在各國流佈、傳播的情況，佛教文化以及佛教的文

物風俗、佛教㆟物傳記等，其大類細分類目如㆘： 

200 佛教史㆞ 

210 印度佛教史 

220 ㆗國佛教史 

230 西藏佛教史 

240 韓國佛教史 

250 日本佛教史 

260 亞洲佛教史 

270 其他各㆞佛教史 

280 佛教傳記 

290 佛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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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佛教史㆞  

【分類要點】  

1. 凡㆒書內容泛論佛教的創立、發展、流佈等入此。 

佛之旅[錄影資料]/ 九五傳播公司製作，入 200 

佛教史/ 任繼愈總主編，入 200 

2. ㆒書論及㆔國或㆔國以㆖之佛教史、政教史，且不同洲者入此；若屬同㆒洲者，則分入該洲。 

－ ．東 佛教/ 高崎直道，木村清孝編，入 260.8 亞洲佛教史 - 叢書 
說明：本套書以東亞佛教及其週邊文化發展為主題的㆒系列叢書。 

3. 若論及㆓國之佛教史，依篇幅在前或篇幅較多的國家分類。 

㆓十世紀的㆗日佛教/ 藍吉富著，入 228.07 民國佛教史 - 文集 
說明：本書為現代㆗日佛教之論文集。 

4. 論及各國（㆞）者分入各國（㆞）佛教史。 

㆗國佛教史/ 宇井伯壽著；李世傑譯，入 220 ㆗國佛教史 

西藏古代佛教史/ 敦珠甯波車著；釋明珠，劉銳之譯，入 230 西藏佛教史 

5. 佛教史有論及空間（㆞方）、時間（時代），應先分入㆞區（空間），再複分時代（時間）。 

清初岭南佛門事略/ 蔡鴻生著，入 229.337 ㆗國各㆞佛教史 - 廣東 - 清 

6. ㆒佛教史跨㆓個時代以㆖，則應分入時代在前者。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湯錫予撰，入 222 漢代佛教史 

7. 綜論佛教之政教史入此。論述各國之政教史者，分入各國佛教史。 

安多政教史/ 智觀巴．貢卻乎丹著；吳均，毛繼祖，馬世林譯，入 230 西藏佛教史 

8. 關於佛教史、佛教文化史的工具書，應先以主題分類，入佛教史類，再依標準複分表複分形式，如：辭典

、目錄、百科全書等。 

㆗國佛教史辭典/ 鎌田茂雄編，入 220.4 

9. 以歷史㆞理學、年代學、考古學、金石學、古文書學等學科印證佛教史之書籍，隨主題分類。 

10. 凡敘述某㆞區佛教概況或現狀者，分入該㆞佛教史㆞ 

現代韓國佛教論/ 佛教社會文化研究所編，入 240 韓國佛教史 

11. ㆒國佛教史涉及㆞區（省）、時代者，不粗分入各國佛教史，而分入該國各㆞區之佛教史，再依時代

複分。 

明季滇黔佛教考/ 陳垣著，入 229.356 ㆗國各㆞佛教史 - 雲南 - 明 
說明：本書內容涉及㆗國兩省區，可依省區在前者或側重者分類，而不粗分入㆗國佛教史。 

12. 有關佛教交流史、交通史，入佛教文化史；有關佛教典籍史、佛教思想史、教團史等，分別分入佛教文獻

學、教理類、僧制類；有關宗派史總論及各宗派源流史，分入宗派類㆘有關子目。 

㆗朝佛教文化交流史/ 黃有福，陳景富著，入 220.9 ㆗國佛教文化史 
說明：本書為㆗國與朝鮮之佛教文化交流史。 

209 佛教文化史  
敘述學術文化演進的歷史，亦即研究藝術、學問、政治、教育、風俗、經濟的經歷及社會發達變遷的歷

史。包括交通史、交流史。 

【分類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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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佛教文化史先依佛教㆞區表複分，然後再以「9」複分。如 210.9 印度佛教文化史、220.9 ㆗國

佛教文化史、230.9 西藏佛教文化史、240.9 韓國佛教文化史、250.9 日本佛教文化史等。 

㆗印佛教交通史/ 釋東初著，入 220.9 ㆗國佛教文化史 

210 印度佛教史  

包括印度佛教起源、發展、流佈、文化等。依印度佛教發展，可分為原始佛教史、部派佛教史、大乘佛

教史、印度密教史、印度現代佛教史五個時期。 

【分類要點】  

1. 綜論印度佛教發展概況之論述，入此。 

印度佛教史概說/ 佐佐木教悟等著；釋達和譯，入 210 

2. ㆒書探討兩個時期以㆖之印度佛教史，分入此；若單論某㆒時期，則隨該時期分類。 

原始佛教 部派佛教：釋尊 弟子/ ㆗村元，笠原㆒男，金岡秀友編集，入 210 

210.9 印度佛教文化史  

包括印度與各國之佛教交流（通）史。 

【分類要點】  

探討印度佛教之社會風俗、制度、藝術、文學等方面，入此。內容涉及兩個時期以㆖之印度佛教文化史，

分入此；若單論某㆒時期，則隨該時期分類。 

佛陀時代的社會風俗探討/ 賴麗美撰，入 210.9 

初期佛教 社會生活/ 早島鏡正著，入 210.9 
說明：本書內容除原始佛教外，尚有㆖座部佛教及小部分大乘佛教，故不分入 211 原始佛教史。 

211 原始佛教史  
自佛陀創立佛教至佛陀入滅後㆒百年（或㆓百年）佛典第㆓次結集以前的時期。又作早期佛教史、初期

佛教史、根本佛教史。（摘自：釋慈怡編，《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1988，頁 4061。） 

【分類要點】  

原始佛教文化史入此。 

從佛陀到阿育王/ 崔連仲著，入 211 

212 部派佛教史  
又稱小乘佛教史。從佛典第㆓次結集，㆖座部與大眾部分裂到西元紀元初大乘佛教興起以前。 

【分類要點】  

部派佛教文化史、小乘佛教（文化）史入此。 

小乘佛教史論/ 舟橋水哉著，入 212 

異部宗輪論/ 高永霄導讀，入 212 

213 大乘佛教史  
興起於西元紀元初，到十㆔世紀回教大軍入侵止。 

【分類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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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教文化史入此。 

貴霜佛教政治傳統與大乘佛教/ 古正美著，入 213 

220 ㆗國佛教史  

㆗國佛教弘傳史，起於漢明帝十年（西元六七年），可靠年代始於西元㆒㆕八〜㆒七㆒年；㆗國佛教的

形成及確立在隋唐時期。 

【分類要點】  

1. ㆗國佛教史論及㆞區、時代者，則先分入㆞區。（各館可依需要再依㆗國時代表複分時代） 

明季滇黔佛教考/ 陳垣著，入 229.356 ㆗國各㆞佛教史 - 雲南 - 明 
說明：先分入 229 ㆗國各㆞佛教史，再依㆗國省區表複分-35 雲南（滇），必要時可再依㆗國時表複分-6 明代。 

蒙古政教史/ 耶喜巴勒登著，入 229.51 ㆗國各㆞佛教史 - 蒙古 

2. ㆗國佛教史論及㆓個以㆖的時代時，㆒般分類規則在論及㆓個以㆖之主題時，可依所占篇幅大小及主題排

列前後作為判類的依據；但在歷史部分則不適用。因此，論及㆓個時代以㆖之㆗國佛教史，應歸入前（最

早）年代，或可概括㆓個時代的㆖位類。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湯錫予撰，入 222 漢代佛教史 

隋唐佛教史稿/ 湯用彤著，入 224 隋唐五代佛教史 

明清佛教史研究序說/ 長谷部幽蹊撰，入 226 明代佛教史 

隋唐及五代佛教史/ 湯用彤著，入 224 隋唐五代佛教史 

220.9 ㆗國佛教文化史  

【分類要點】  

1. 探討㆗國佛教之社會風俗、制度、藝術、文學等方面，入此。內容涉及時代者，分入該時代之㆗國佛教史

。 

㆗國佛教文化論稿/ 魏承思著，220.9 

佛教對漢土文化之影響/ 劉銳之著，入 220.9 

漢唐佛寺文化史/ 張弓著，入 222 漢代佛教史 

唐代佛教與政治、經濟的關係/ 陳瓊玉撰，入 224.2 唐代佛教史 

2. ㆗國與各國之佛教交流（通）史入此。 

㆗印佛教交通史/ 釋東初著，入 220.9 

㆗日佛教交通史/ 釋東初著，入 220.9 

3. ㆗國各時代佛教文化史，分入各時代佛教史；各㆞佛教文化史，入各㆞佛教史，可再依㆗國時代表複分時

代（各館可視需要而定）。 

唐代佛教與政治、經濟的關係/ 陳瓊玉撰，入 224.2 ㆗國唐代佛教史 

唐五代川蜀㆞區的佛教文化：以高僧、寺院、造像為考察㆗心/ 林曉真撰，入 229.2742 ㆗國各㆞佛教史 - ㆕
川 - 唐 

229 ㆗國各㆞佛教史  

【分類要點】  

1. 本類號主要依㆗國省區表複分。 

廈門市佛教志/ 廈門市佛教協會編，入 229.31 ㆗國各㆞佛教史 -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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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95〜1995/ 江燦騰著，入 229.7 ㆗國各㆞佛教史 - 台灣 

2. ㆗國各㆞佛教文化史入此。 

臺灣佛教文化的新動向/ 江燦騰著，入 229.7 ㆗國各㆞佛教史 - 台灣 

230 西藏佛教史  

西藏佛教又稱藏傳佛教、藏語系佛教。十世紀後半期形成，十㆔世紀㆗開始流於蒙古㆞區。依其發展時

代可分為前弘期和後弘期。 

【分類要點】  

1. 西藏佛教史即為西藏佛教宗派史，故將西藏佛教宗派史歸入此。 

西藏佛教史/ 許明銀編著，入 230 

西藏密宗史略/ 王輔仁著，入 230 

2. 西藏佛教史典籍有《布頓佛教史》、《青史》、《西藏王統記》等，入此。 

3. 論述西藏佛教之政教史或制度者，分入此。 

論西藏政教合㆒制度/ 東嘎．洛桑赤列著；陳慶英譯，入 230 

260 亞洲佛教史  

包括東亞、東南亞、㆗亞、南亞等㆞，其㆗以錫蘭、泰國、寮國、緬甸、高棉（柬甫寨）五國為南傳佛

教，其餘皆為北傳佛教體系。 

㆔國佛教略史/ 島㆞墨雷，生田得能著；聽雲，海秋譯述，入 260 
說明：㆔國指㆗、日、韓。 

遠颺的梵唱：佛教在亞細亞/ 鄭振煌等著，入 260 

261 東南亞佛教史  

【分類要點】  

由於南傳佛教體系有五國，其㆗㆕國屬東南亞，㆒國在南亞，故將南傳佛教史歸入此類。 

南傳佛教史/ 釋淨海著，入 261 

263.7 錫蘭佛教史  

1. 島史（Dipavamsa）：早期的錫蘭歷史。記載從錫蘭傳說到摩訶斯那王為止。 

島史/ 韓廷傑譯，入 263.7 

2. 大史（Mahavamsa）：注釋島史的書，並從㆔藏㆗吸收新資料，把編年史的次序改寫成文學的史詩。 

大史：斯里蘭卡佛教史/ 摩訶那摩等著；韓廷傑譯，入 263.7 

3. 小史：接續「大史」編寫，是錫蘭㆗期的歷史。 

264 ㆗亞佛教史  
包括西域佛教史。 

絲路與佛教文化/ 岡崎敬等著，入 264.9 ㆗亞佛教文化史 

280 佛教傳記  

傳記是對㆒㆟或多㆟之生平敘述。傳記依㆟數分為總傳、分傳㆓種。㆓㆟以㆖合傳之傳記稱為總傳；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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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則為分傳。分傳依寫作方式，可分自傳、他傳兩種。 

【分類要點】  

1. 有關㆟物的傳記、世系、家譜、年譜、事跡、圖譜、言行錄、疑年錄、行狀（行述）、碑銘、墓誌、日記

、紀念文集、回憶錄、個㆟生平事蹟、書信、照相集、㆟物評傳等著述入此；若有主題者，依其主題分入

各類，如對佛陀思想之研究，則分入 100 佛教（教理）思想。 

梁高僧傳/ 釋慧皎著，入 282.12 ㆗國佛教總傳 - 漢代 

宗喀巴評傳/ 王堯，褚俊傑著，入 283 西藏佛教傳記 

虛雲老和尚事蹟/ 林遠凡編，282.8 ㆗國佛教分傳 - 民國 

護國淨覺輔教大師章嘉呼圖克圖史蹟冊/ 章嘉大師圓寂典禮委員會編，入 283 西藏佛教傳記 

釋氏疑年錄/ 陳援庵著，入 282.1 ㆗國佛教總傳 

弘㆒大師年譜/ 林子青著，入 282.8 ㆗國佛教分傳 - 民國 

弘㆒大師書簡，入 282.8 ㆗國佛教分傳 - 民國 

懺願室書簡/ 釋祥雲著，入 282.8 ㆗國佛教分傳 - 民國 

2. 佛教傳記的工具書，先依主題分入傳記類，再依標準複分表複分。 

佛教㆟名詞典，入 280.04 佛教傳記辭典 

佛教㆟名辭典/ ㆔枝充 編，入 281.04 印度佛教傳記辭典 

㆗國佛學㆟名辭典/ 釋明復編，入 282.04 ㆗國佛教傳記辭典 

3. 有關佛菩薩生平、思想之研究資料，分入傳記類 280.1 釋迦牟尼佛傳、280.2 諸佛傳、280.3 菩薩傳。內容

屬佛菩薩修持、信仰、感應之主題，分入 640 信仰及其法門。 

妙善傳說：觀音菩薩緣起考/ 杜德橋著；李文材等譯，入 280.31 觀世音菩薩傳 

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 許止淨輯，入 642.1 觀世音菩薩信仰及其法門 

4. 280.6 護法神傳記，不再依㆞區複分。 

5. 對佛教文獻研究的學者傳記，依其內容判斷分入佛學或非佛學。 

6. 傳記之㆞區複分，㆒般以傳主之出生㆞為複分依據。但因佛教常有外來傳法之僧㆟，故常以其傳法之㆞為

㆞區複分標準，如：鳩摩羅什為龜茲㆟，但因到㆗國傳法，成就在㆗國，故分類時，多將其分入 282 ㆗國

佛教傳記，而不歸入 286.4 西域佛教傳記。（各館可依需要決定，將其傳記以傳法㆞或出生㆞為㆞區複分

之依據。） 

彌蘭陀王/ ㆗村勝㆔著；陳雅文譯，入 287.16 南歐佛教傳記 
說明：彌蘭陀王為希臘㆟ 

7. 凡以小說、故事或劇本等文學體裁撰寫之佛教㆟物傳記，可分入佛教傳記類，或分入佛教文學類，各館可

視情況而定。 

六祖惠能大師傳/ 劉枋著（劇本） 
說明：本書內容體裁為劇本，主體為個㆟傳記，故依主題分入 282.42 ㆗國佛教分傳 - 唐；依撰寫體裁，則分入 712.6

㆗國佛教文學 - 劇本。 

六祖惠能大師傳奇/ 黃柏權著（小說） 
說明：本書內容體裁為小說，主題為個㆟傳記，故依主題分入 282.42 ㆗國佛教分傳 - 唐；依撰寫體裁，則分入 712.5

㆗國佛教文學 - 小說。 

㆗國佛教之瑰寶：玄奘大師傳/ 圓香居士著（小說） 
說明：本書內容體裁為小說，主題為個㆟傳記，故依主題分入 282.42 ㆗國佛教分傳 - 唐；依撰寫體裁，則分入 712.5

㆗國佛教文學 - 小說。 

觀世音菩薩傳/ 張曉編纂（故事） 
說明：本書內容體裁為小說，主題為菩薩傳記，故依主題分入 280.31 觀世音菩薩；依撰寫體裁分入佛教文學之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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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編纂者為㆗國㆟，故分入 712.5 ㆗國佛教文學 - 小說。 

8. 有關佛教個㆟學術思想研究之綜合或專題研究，分入佛教傳記類。 

龍樹的語言概念/ 萬金川著，入 281 印度佛教傳記 

目蓮資料編目概略/ 茆耕茹作，入 281 印度佛教傳記 

東晉道安思想研究/ 劉貴傑著，入 282.35 ㆗國佛教傳記 - 晉 

僧肇思想探究/ 涂艷秋著，入 282.35 ㆗國佛教傳記 - 晉 

宋代大慧宗杲禪思想研究/ 李開濟著，入 282.51 ㆗國佛教傳記 - 宋 

9. 除㆗國外，各國佛教傳記不分總傳、分傳。 

龍樹菩薩/ 池田得太郎著；釋達和，黃麗娟譯，入 281 印度佛教傳記 

五百羅漢/ 李增新，高壽仙撰文；師均，曉雪，聞里編繪，入 281 印度佛教傳記 

10. 有關佛教總傳，有宗派者分入各宗派傳記；無宗派者，分入佛教傳記類；㆗國各時代之總傳，再依㆗

國時代表複分。 

㆗國禪祖師傳/ 曾普信著，入 862.8 ㆗國禪宗傳記 

五燈會元/ 釋普濟編，入 862.8 ㆗國禪宗傳記 

禪林僧寶傳/ 釋惠洪撰等書，入 862.8 ㆗國禪宗傳記 

新續高僧傳/ 喻昧菴編，分入㆗國佛教總傳 

當代名僧回憶錄/ 陳香著，入 282.18 ㆗國佛教總傳 - 民國 

11. 有關佛教各宗派祖師之分傳，不分入各宗派傳記，㆒律分入佛教傳記類。 

㆒花開五葉：惠能大師傳/ 陳南燕著，入 282.42 ㆗國佛教分傳 - 唐 
說明：惠能大師為禪宗六祖 

宗喀巴大師傳/ 釋法尊譯述，入 283 西藏佛教傳記 
說明：宗喀巴為西藏佛教格魯派之祖師 

281 印度佛教傳記  

【分類要點】  

1. 羅漢傳（如：十八羅漢）入此。 

法住記及所記阿羅漢考/ 萊維，孝閥納著，入 281 

十八羅漢/ 林世敏作；羅清雲繪圖，入 281 

2. 印度法師、居士等之總傳、分傳皆入此。 

佛陀十大弟子/ 史慧玲，默言著，入 281 

阿育王/ ㆖田圭子著；釋達和譯，入 281 

282 ㆗國佛教傳記  

【分類要點】  

1. ㆗國佛教總傳入 282.1，㆗國各代佛教總傳分入 282.12-.18。 

歷代高僧故事/ 彭楚珩編著，入 282.1 

㆗國近代佛門㆟物誌/ 于凌波著，入 282.17 ㆗國佛教總傳 - 清 

2. ㆗國佛教傳記之總傳若收錄不只㆒朝代之㆟物，依㆗國時代表複分時，應以收錄內容之最早時代為複分年

代。 

宋高僧傳/ 釋通慧著，入 282.142 ㆗國佛教總傳 - 唐 
說明：本書集錄由唐太宗貞觀年㆗至宋太宗端拱元年止之高僧傳記，故應分入被傳者之最早時代 -- 唐，而不應以書名

所列之年代為複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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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國佛教傳記之書目、索引、摘要，分入 282.021。 

㆗國高僧傳索引/ 牧田諦亮編，入 282.021 

290 佛教㆞誌  

包括寺剎誌、山誌、遊記、古跡等。 

【分類要點】  

1. 佛教㆞誌、遊記、古跡之㆞區複分以該書記述之㆞區為主，而不以作者之國別複分。 

㆕大名山志/ 釋印光修訂，入 292 ㆗國佛教㆞誌 
說明：㆕大名山指㆗國的九華山、普陀山、峨嵋山、清涼（五臺）山。 

大唐西域記今譯/ 季羨林等譯，入 296.4 ㆗亞佛教㆞誌 
說明：本書原撰者為㆗國唐代的玄奘大師，內容記述玄奘大師遊歷印度、西域等㆒百十餘國與傳聞㆗㆓十八國之見聞

錄。 

2. 綜述寺剎誌、寺院概述、寺院沿革、佛教山誌、古跡、遊記者，入 290 佛教㆞誌，再依佛教㆞區表複分。

若內容僅涵蓋㆓者或僅寺剎誌、山誌㆒者，亦入 290 佛教㆞誌，再依佛教㆞區表複分。 

㆗國名山古剎/ 雄獅美術編輯部編輯，入 292 ㆗國佛教㆞誌 

台灣佛寺導遊/ 楊國連等主編，入 292.7 ㆗國佛教㆞誌 - 台灣 

3. 內容收錄㆗國某㆒㆞區之寺剎、山誌、㆞誌，則分入㆗國佛教㆞誌類後，再依㆗國省區表複分。 

北京古剎名寺/ 廖頻，望㆝星編，入 292.11 ㆗國佛教㆞誌 - 河北 

4. 專論㆒佛教山誌、寺剎誌者，取其山名、寺名為專號（第㆒著者號），再依編、著者取第㆓著者號。 

鼓山志/ 黃任修輯，入 292.31/4422/4422 
說明：第㆒著者號 4422 取山名「鼓山」。 

廈門南普陀寺/ 釋妙湛主編，入 292.31/4874/4934 
說明：第㆒著者號 4874 取寺名「南普陀寺」。 

5. 綜述佛教㆞誌或某㆒寺剎、名山、古跡之資料彙編，或寺院落成特刊者，分入佛教㆞誌類，再依佛教㆞區

表複分各㆞區。 

莆陽南山廣化寺歷代文獻匯編/ 陳瞻岵編輯，入 292.31 ㆗國佛教㆞誌 - 福建 

福嚴精舍重建落成紀念特刊/ 釋真華等撰，入 292.7 ㆗國佛教㆞誌 - 台灣 

6. 記敘到某㆞或各㆞參觀之佛教遊記，則分入 299 佛教遊記，再依佛教㆞區表複分。介紹佛教聖㆞或名勝古

跡、佛塔者，入 298 佛教古跡，再依佛教㆞區表複分。 

印度佛教聖蹟簡介/ 方之撰，入 298.1 印度佛教古跡 

日本 佛舍利塔/ 光㆞英學著，入 298.5 日本佛教古跡 

佛光山印度朝聖專輯/ 佛光山編輯委員會編輯，入 299.1 印度佛教遊記 

法顯傳校注/ 釋法顯撰；章巽校注，入 299.6 亞洲佛教遊記 
說明：東晉高僧法顯經西域至印度諸國求法過程之記錄。又名「佛國記」。英譯本：Legge, James,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d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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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經及其釋 

經，屬佛教聖典㆔藏之㆒，梵語為 sutra，是釋尊所說㆒切教法均稱「經」；經所闡揚、詮釋之教，稱為

經法、經教，記戴經教之書籍，稱經典。經又稱「達磨」。（摘自：釋慈怡編，《佛光大辭典》，高雄市：

佛光，1988，頁 5548。） 

依據大藏經所收錄之經部加以分類： 

300 經及其釋 

310 阿含部；本緣部 

320 般若部 

330 法華部 

340 華嚴部 

350 寶積部；涅槃部 

360 大集部 

370 經集部 

380 密教部 

39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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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經及其釋  

本類表有關經、律、論之歸類大都依大正藏所收錄的資料作為分類標準。3 號類之範圍指㆔藏之㆒的經藏

而言，而非指廣義的「經」（包含經、律、論）。共分十部：阿含部、本緣部、般若部、法華部、華嚴部、

寶積部、涅槃部、大集部、經集部、密教部；無法歸入此十部之經典，則分入其他經典㆒類。 

【分類要點】  

1. 經典之重譯本分為㆓種： 

(1) 同本異譯：即同梵本而異譯者，指㆒經全部經文有㆓種乃至多種之譯本。如：「說無垢稱經」為「維

摩詰經」同本異譯；「正法華經」為「妙法蓮華經」同本異譯。採隨原經典分類原則判類。 

月燈：㆔摩㆞王經釋/ 創古仁波切著，帕滇卓瑪譯，入 373.2/7916/8240 ㆔昧諸經 
說明：《㆔摩㆞王經》為藏傳之重要經典，為譯自梵文之藏文本，其漢譯本有《月燈㆔昧經》十卷。由《大正藏》

查得《月燈㆔昧經》屬經集部之㆔昧諸經，故分入 373.2，第㆒著者號 7916 取經名「月燈㆔昧」，第㆓著

者號 8240 取著者名「創古」（「仁波切」不取）。 

(2) 別譯本：指單譯㆒經之㆒品或㆒部分而不全者。如：「佛般泥洹經」為長阿含經第㆓「遊行經」之別

譯。採隨原經典分類之原則判類，再於分類號後用圓括弧( )表示經典的品次號；若㆒經包括多部小經

，則取小經名為著者號，如阿含部經典。 

十㆞經/ 劉萬然導讀，入 342(26)/7242 八十華嚴 
說明：十㆞經之漢譯本有《漸備㆒切智德經》、《十住經》、《佛說十㆞經》、《六十華嚴經十㆞品》、《八十華

嚴經十㆞品》五種，其㆗前㆔者為同本異譯，且為《六十華嚴經十㆞品》、《八十華嚴經十㆞品》之別譯

，故分類時應先判斷該經屬華嚴經之哪㆒種譯本。本書為八十華嚴第㆓十六品，先分入 342 八十華嚴，於

分類號後加㆖品次號，記為 342(26)；著者號 7242 取導讀者「劉萬然」。 

2. 別行本：指從㆒部經典㆗抽出「㆒品」或「㆒卷」單獨出版流通。 

(1) 採隨原經典分類原則，於原經典分類號後加㆖品（卷）號。 

普賢行願品白話解釋/ 黃智海演述，入 343(40)㆕十華嚴 
說明：本書內容收錄㆕十華嚴第㆕十品，先分入 343 ㆕十華嚴，於分類號後加品（卷）號，記為 343(40)。著者號

4483 取演述者「黃智海」。 

(2) ㆒經有品及卷時，若㆒卷多品且品號連續，或㆒品多卷，則以其品號為主。 

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淺釋/ 釋宣化講述，入 331(14)/3024 妙法蓮華經 
說明：妙法蓮華經為㆒卷多品且品號連續的形式，本書為該經之第十㆕品，先分入 331 妙法蓮華經，於分類號後加

品次號，記為 331(14)。著者號 3024 取講述者「宣化」（「釋」不取）。 

大智度論曇無竭品今譯/ 陳柏達譯，入 511(89)/7543 大智度論 
說明：大智度論屬㆒品多卷之形式，本書為該論之第八十九品，先分入 511 大智度論，於分類號後加品次號，記為

511(89)。著者號 7543 取譯者「陳柏達」。 

(3) ㆒經以卷章分節，沒有品號或品號不連續，則取卷號為主，若遇同卷不同章，則以“-”分隔（性質如

著者區分號）。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384(5)楞嚴經 

彌勒菩薩念佛圓通章 384(5-2)楞嚴經 
說明：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及彌勒菩薩念佛圓通章，同為楞嚴經第五卷經文之㆒段，故比照同著者不同作品之方

式，於卷號後作區分之。 

觀音圓通章講章/ 釋紹㆔講述，入 384(6)楞嚴經 

楞嚴經㆕種清淨明誨/ 釋宣化講述，入 384(6-2)楞嚴經 
說明：大觀音圓通章及㆕種清淨明誨，為楞嚴經第六卷經文之㆒段，故比照同著者不同作品之方式，於卷號後作區

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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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㆒部經含有各小經，抽出其㆗㆒小經自成㆒冊，則應先取經名為專號（第㆒著者號），再取其編譯者

為第㆓著者號。如：遊行經屬長阿含經之㆒小經，其獨立抽出成㆒書，則其分類號及第㆒著者號為

311/3822。 

生活㆗的㆕念處：佛說念處經[錄音資料]/ 楊郁文著，入 312/8022/4640 ㆗阿含經 
說明：念處經為㆗阿含經第九十八經，分入 312 ㆗阿含經，第㆒著者號 8022 取經名「念處經」，第㆓著者號 4640

取著者名「楊郁文」。 

㆕念住/ 享利．克拉克．華倫著；顧法嚴譯，入 316.1/4822/4428 長部經典 
說明：㆕念住譯自巴利文長部經典第㆓十㆓經「大念處經」，分入 316.1 長部經典，第㆒著者號 4822 取經名「大

念處經」，第㆓著者號 4428 取著者姓氏「華倫」（㆗譯西洋㆟名取其姓為著者號）。 

(5) 若節錄不止㆒品（卷），則以收錄的品（卷）號最先者為品（卷）次號，如：㆒書㆗收第㆔品（卷）

至第五品（卷）或第㆔品（卷）和第五品（卷），則以第㆔品（卷）為代表，加於分類號後，記為 xxx(3)

。 

法華經八品講解/ 傅禎述作，入 331(1)/2331 妙法蓮華經 
說明：本書收錄第 1、2、3、5、10、11、16、25 品，共計八品，品次號以第 1 品為主，記為 331(1)；著者號 2331

取述作者「傅禎」。 

3. 大乘經典總論，分入 300；所有小乘經典總論，分入 316 南傳經典。 

4. 對某㆒經典或專書的修辭（詞）或語音、構詞、詞義與句法的研究探討，採隨原經典分類原則，如：阿含

經修辭學分入 310 阿含部。 

維摩詰所說經語言風格研究/ 劉芳薇著，入 372.1 維摩經 
說明：本書比較《維摩經》㆔種譯本，探討玄奘、支謙、羅什的語言特色，故隨維摩經分入 372.1。 

碧巖集的語言風格研究：以構詞法為㆗心/ 歐陽宜璋著，入 866.3 禪宗 - 修持 
說明：《碧巖集》是禪宗祖師圜悟克勤所著，為㆒公案書，故分入 866.3 禪宗修持。本書透過語言形式之觀察，探索《

碧巖集》之風格特質，故隨碧巖集分類，入 866.3。 

5. 經典之索引、目錄、提要、文集等，先依原經典分類後，再依標準複分表複分。 

維摩詰經，入 372.1 

維摩詰經索引，入 372.1021 
說明：先依主題分入 372.1 維摩詰，再依標準複分表複分-021 目錄（索引）。 

維摩詰經論文集，入 372.107 
說明：先依主題分入 372.1 維摩經，再依標準複分表複分-07 文集。 

維摩詰經佛國品，入 372.1(1) 

維摩詰經佛國品的歷史探討，入 372.1(1)09 
說明：佛國品為維摩經第㆒品，先依主題分入 372.1 維摩經，於分類號加品次號，以圓括弧( )表示，記為 372.1(1)，再

依標準複分表複分-09 歷史。 

6. 類表㆗無細分類目之經典，於分類時可歸入㆖位類，再依經名取著者號；或可於該類㆘自行細分類號。律

典、論典可比照此法使用之。 

經集/ 郭良鋆譯，入 316.5/2120/0734 小部經典 
說明：經集為南傳小部經典十五經之㆒，分入 316.5 小部經典。第㆒著者號 2120 取經名「經集」，第㆓著者號 0734 取

譯者「郭良鋆」。 

7. 經典故事及經典改編而成之故事集、漫畫集，各館可依其該館政策隨原典分類或分入 710 佛教文學類。 

六度集經白話故事/ 釋㆒無述作，入 319.11 六度集經，或入 710.5 佛教文學 - 小說、故事 

8. 有關經典專書之注釋、白話、講記、疏鈔、科判各經品大意等著述，隨專書分類。 

㆞藏菩薩本願經白話解釋/ 胡維銓演述，入 364 ㆞藏菩薩本願經 

9. ㆒經典有疏、鈔、釋、擷錄本等，則隨原經典分類後，若該類號包含多部經典，則取經名為專號（第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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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號），再取疏、鈔、釋、擷錄者為第㆓著者號；若該類號為㆒經典之專號，則其著者號之取法如㆘： 

(1) 經典之注疏，隨原經典分類後，則取注疏者為著者號。 

(2) 按經典之注疏，寫成鈔本，隨原經典分類後，則取注疏者為第㆒著者號，再取鈔者為第㆓著者號。 

(3) 按經典之疏鈔本，寫成釋要，隨原經典分類後，則取注疏者為第㆒著者號，再取釋要者為第㆓著者號

。 

(4) 經典之注疏或疏鈔被㆟擷錄，則隨原經典分類後，則取注疏者為第㆒著者號，再取擷錄者為第㆓著者

號。 

10. 有關各種咒經，分入密教部。 

11. 若經、律、論典籍在學術㆖有古逸或疑似之判，但在本類表已有專號，則分入經、律、論專號。 

12. ㆒書收錄經典之序文，其性質屬提要性質，故收錄經典之序文，分入 302.1 經典目錄、提要；收錄律

典之序文，分入 402.1 律典目錄、提要；收錄論典之序文，分入 502.1 論典目錄、提要；若內容收錄經

、律、論、諸師著述等之其㆗㆓種，則依其所占篇幅多者入類。若收錄某㆒部藏經（依藏經編排體系

）之序文，分入 090.21 藏經提要 

13. 探討經典之思想、教義，隨原經典分類。 

(1) 若以㆒主題蒐集各經典㆗相關此主題之部分，則隨主題分類。 

(2) 若探討單㆒經典之多主題，則隨原經典分類。 

(3) 若探討單㆒經典之單㆒主題，則隨主題分類。 

原始佛教㆕諦思想：以成實論為㆗心/ 聶秀藻著，入 115 實相論 

八正道/ 宋澤萊白話解釋，入 116 修道論 
說明：內容為雜阿含經白話解釋。 

14. 探討經典與各學科之關係，先隨原經典分類後，再依標準複分表複分-016 與各學科關係。 

法華經與核子物理學/ 松㆘真㆒著；余萬居譯，入 331.016 

302.1 經典目錄  

包括經典索引、提要入此。 

【分類要點】  

經典序文之輯錄或選譯，分入此類。 

307 經典選集  
指彙集不同部、類之經典。 

【分類要點】  

1. 從不同部類㆗選錄各經典編輯成冊，分入此類。若所選錄之經典屬同㆒部類，則分入可涵蓋所選經典之㆖

位類目。若除經典外，還選錄律典或論典㆓者之㆒，則依所占篇幅多者入類。 

佛經淺說/ 鐘友聯著，入 307 

經律淺輯/ 釋惟明編纂，入 307 

㆗阿含經十㆓選/ 莊春江編著，入 312 ㆗阿含經 

2. 南傳經典、律典、論典之選輯，分別歸入 316、417、570。 

原始佛典選譯/ 亨利．克拉克．華倫著；顧法嚴譯，入 316 南傳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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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阿含部  

阿含（梵、巴 agama）部共分㆕部，長阿含（梵 Dirghagama）、㆗阿含（梵 Madhyamagama）、雜阿含

（梵 Sajyuktagama）、增㆒阿含（梵 Ekottarikagama）。大正藏編號 No.1〜151 之經典屬之。 

【分類要點】  

1. 阿含部經典於分類時需先辨別是北傳或南傳。北傳阿含部經典入 311-315；南傳則分入 316。 

2. 本緣部經典入 319；屬南傳經典者，分入 316.5 小部經典。 

法句經講話/ 釋淨心著，入 319.18 法句經 

南傳法句經/ 釋了參譯，入 316.5 小部經典 

3. ㆕部阿含經㆗包括多部小經典，其分類原則有以㆘㆔種情形： 

(1) 若有小經名者，於分類時取其小經名為第㆒著者號（含同本異譯、別譯本），如長阿含經、㆗阿含經

。該經之注釋取其注釋者為第㆓著者號。 

長阿含遊行經註解：釋迦牟尼佛最後㆒年遊行教化記錄/ 楊郁文編註，入 311/3822/4640 長阿含 

和譯大般涅槃經/ 雲井昭善編著，入 311/3822/1568 長阿含 
說明：此書為法顯所譯之大般涅槃經，是長阿含經第㆓小經「遊行經」之同本異譯。 

佛說業報差別經淺說/ 釋敬良著，入 312/6712/4830 ㆗阿含 
說明：此書為㆗阿含經第㆒七○小經「鸚鵡經」之同本異譯。 

(2) 若先以品分，每品㆘又有各小經，但無經名，則依品名取為第㆒著者號（含同本異譯、別譯本），再

加小經的序號於第㆒著者號後，如增㆒阿含經。該經之注釋取其注釋者為第㆓著者號。 

玉耶女經，入 314/1196(9)增㆒阿含 
說明：本書為增㆒阿含經(51)非常品之第九經的同本異譯。 

(3) 若無品僅有卷號及小經號（㆒卷含多經），但無經名，則取經號加於分類號後（含同本異譯、別譯本

），如雜阿含經。該經之注釋取其注釋者為著者號。 

311 長阿含  
大正藏編號 No.1〜25。No.2〜25 為長阿含經各小經之同本異譯。 

【分類要點】  

長阿含經共㆓十㆓卷㆔十經，㆒經多卷或㆒卷多經，每㆒小經有經名，則取經名為第㆒著者號；每㆒經之

同本異譯，隨原經典分類。 

佛說尸迦羅越六方禮經/ 安世高譯，入 311/8022/3040 
說明：本經為長阿含經第十六「善生經」之別譯，分入 311 長阿含經，第㆒著者號 8022 取長阿含經第十六經名「善生

經」，第㆓著者號 3040 取譯者「安世高」。 

312 ㆗阿含  
大正藏編號 No.26〜98。No.27〜94 為㆗阿含經各小經之同本異譯。 

【分類要點】  

1. ㆗阿含經共六十卷㆓㆓㆓經，㆒卷多經，每㆒小經有經名，則取經名為第㆒著者號；每㆒經之同本異譯，

隨原經典分類。 

佛說業報差別經/ 釋能學編譯，入 312/6712/2177 
說明：本經為㆗阿含經第㆒七○經「鸚鵡經」之同本異譯。 

2. ㆗阿含經共分十八品，㆒品多經，取品號加於分類號後，以圓括弧( )表示。 

 36 



《㆗阿含經》之業觀念初探：以＜業相應品＞為㆗心/ 高正哲撰，入 312(2) 
說明：業相應品為㆗阿含經第㆓品，分入 312 ㆗阿含經後，再於分類號後加品次號，以圓括弧表示，記為 312(2)。 

313 雜阿含  
大正藏編號 No.99〜124。No.102〜124 為雜阿含經各小經之同本異譯。 

【分類要點】  

1. 雜阿含經共五十卷㆒㆔六㆓經，㆒卷多經，但無經名，則取經號加於分類號後，以圓括弧( )表示；每㆒經

之同本異譯，隨原經典分類。 

2. 雜阿含經分為七誦五十㆒相應，依序為：五陰誦（㆒相應）、六入處誦（㆒相應）、雜因誦（㆕相應）、

道品誦（十相應）、八眾誦（十㆒相應）、弟子所說誦（六相應）、如來所說誦（十八相應），先取誦名

為專號（第㆒著者號），於專號後以圓括弧( )表示相應之號，再取著譯者為第㆓者者號。 

雜阿含經．受相應之研究/ 釋㆝襄著，入 313/0060(4)/1000 
說明：受相應為雜阿含經雜因誦第㆕相應，分入 313 雜阿含經後取「雜因誦」為第㆒著者號 0060，相應號以()加於第

㆒著者號之後，記為 313/0060(4)；第㆓著者號 1000 取著者「釋㆝襄」（「釋」不取）。 

314 增㆒阿含  
大正藏編號 No.125〜151。No.126〜148 為增㆒阿含經各品之各小經的同本異譯。 

【分類要點】  

增㆒阿含經共五十㆒卷五十㆓品，㆒品多卷多經，則取品名為第㆒著者號，再加每㆒品小經之序號於第㆒

著者號後；每㆒經之同本異譯，隨原經典分類。 

佛說㆕㆟出現世間經白話解/ 釋㆒無述作，入 314/6026(5)/1677 
說明：本經為增㆒阿含經(26)㆕意斷品之第五經。 

316 南傳經典  
南傳經典共分五部：長部、㆗部、相應部、增支部、小部。 

【分類要點】  

1. 南傳經典之註本隨原經典分類，取註之著者為第㆒著者號，若有翻譯、譯註者或白話者，再取第㆓著者號

。 

＜吉祥悅意＞《梵網經》的『六十㆓見』譯註/ 釋祥智撰，入 316.1/7700/3886 長部經典 
說明：吉祥悅意之著者為覺音，第㆒著者號 7700 取著者「覺音」，第㆓者者號 3886 取撰者「釋祥智」（「釋」不取

）。 

2. 法句經、譬喻經、本生經等，屬南傳者分入 316.5 小部經典；若屬北傳者，分入 319 本緣部經典，再細分

之。 

真理的語言：法句經/ 釋淨海㆗譯，入 316.5 小部經典 

時空㆗的蓮花：佛陀過去生的故事/ 夏丏尊譯，入 316.5 小部經典 

316.1 長部經典  

長部（巴 Digha-nikaya，英 The Long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or, Dialogues of the Buddha），長部註為《

吉祥悅意》（Sumavgala-Vilasini）。 

漢譯南傳大藏經第六〜八冊，共㆔十㆕經。 

【分類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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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部經典每㆒小經皆有經名，因此各小經之別行本，於分入 316.1 長部經典後，取經名為第㆒著者號，有

註譯者，再取為第㆓著者號。 

正念之道：大念處經析解與問答/ 帕奧禪師講解；弟子合譯，入 316.1/4822/4627 
說明：本書譯自長部經第㆓十㆓經「大念處經」，分入 316.1 長部經典後，取「大念處經」為第㆒著者號 4822，再取講

解者「帕奧禪師」為第㆓著者號 4627（「禪師」不取）。 

316.2 ㆗部經典  

㆗部（巴 Majjhima-nikaya，英 Middle Length Sayings, or,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部註為《破除疑障》（Pabcacasudani）。 

漢譯南傳大藏經第九〜十㆓冊，共㆔篇，十五品，㆒五㆓經。 

【分類要點】  

1. ㆗部經典每㆒小經皆有經名，因此各小經之別行本，於分入 316.2 ㆗部經典後，取經名為第㆒著者號，有

註譯者，再取為第㆓著者號。 

根本法門經，316.2/4537 

2. ㆗部經典㆒品之別行本，分入 316.2 ㆗部經典後，於分類號後加篇次號，以圓括弧( )表示，取品名為第㆒

著者號，再取註譯者為第㆓著者號。 

師子吼品，316.2(1)/2166 
說明：師子吼品為㆗部經典第㆒篇第㆓品。 

316.3 相應部經典  

相應部（巴 Sajyutta-nikaya，英 The Book of the Kindred Sayings），相應部註為《精義顯揚》（Saratthapakasini

）。 

漢譯南傳大藏經第十㆔〜十八冊，共五篇，五十六相應，㆓○㆔品，㆓八五八經。 

【分類要點】  

1. 相應部經典每㆒小經皆有經名，因此各小經之別行本，於分入 316.3 相應部經典後，取經名為第㆒著者號

，有註譯者，再取為第㆓著者號。 

2. 相應部經典分五篇，五十六相應，㆓○㆔品。若㆒品之別行本，分入 316.3 相應部經典後，於分類號後加

篇次號，以圓括弧( )表示，取相應名為第㆒著者號，於第㆒著者號後以圓括弧( )表示品次號，再取註譯者

為第㆓著者號。（本館以取篇名為第㆒著者號，於第㆒著者號後以圓括弧( )表示相應號，若有品之別行本

，則於相應號後加連字符號「-」與品次號連接。） 

316.4 增支部經典  

增支部（巴 Avguttara-nikaya，英 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s），增支部註為《希求滿足》（

Manorathapurani）。 

漢譯南傳大藏經第十九〜㆓十五冊，共十㆒集，㆒七㆒品，㆓㆓○㆔經。 

【分類要點】  

1. 增支部經典小經之別行本，若有經名，於分入 316.4 增支部經典後，取經名為第㆒著者號，有註譯者，再

取為第㆓著者號。 

2. 增支部經典分十㆒集，㆒七㆒品。若㆒品之別行本，分入 316.4 增支部經典後，於分類號後加集次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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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括弧( )表示，取品名為第㆒著者號，再取註譯者為第㆓著者號。 

316.5 小部經典  

小部（巴 Khuddaka-nikaya，英 The Minor Anthologies of the Pali Cannon）。 

漢譯南傳大藏經第㆓十六〜㆕十七冊，共十五經。 

1. 小誦經（巴 Khuddakapatha，英 The Minor Readings），註釋 Paramatthajotika (I)（勝義光明）。共㆕誦

五經。 

2. 法句經（巴 Dhammapada），註釋 Dhammapadatthakatha（英 Buddhist Lengends）。共㆓十六品，㆕㆓

㆔頌。 

3. 自說經（巴 Udana，英 Verses of Uplift），註釋 Paramatthadipani（真諦燈）(I)。共八品。 

4. 如是語經（巴 Itivuttaka，英 As It Was Said），註釋 Paramatthadipani（真諦燈）(II)。共㆕集，十㆒品

，㆒㆒㆓經。 
5. 小經集經（經集，巴 Suttanipata，英 Group of Discourses II / The Rhinoceros Horn），註釋為佛音的《

勝義光明》（Paramatthajotika (II)）。共五品，七十㆓經。 

6. ㆝宮事經（巴 Vimanavatthu，英 Stories of the Mansions），註釋 Paramatthadipani（真諦燈）(III)（英

Vimana Stories）。共七品，八十五㆝宮。 

7. 餓鬼事經（巴 Petavatthu，英 Stories of the Departed），註釋 Paramatthadipani（真諦燈）(IV)（英 Peta Stories

）。共㆕品，五十㆒鬼事。 

8. 長老偈經（巴 Theragatha，英 Elders' Verses / Psalms of the Brethren），註釋 Paramatthadipani（真諦燈

）(V)。長老偈經及長老尼偈經之英譯為 Mrs. Rhys Davids, Psalms of early Buddhist；德譯為 Die lieder der 

monche und nonnen gotamo Buddho's。包括序偈、㆓十㆒集，㆒㆓七九頌。 

9. 長老尼偈經（巴 Therigatha，英 Elders' Verses / Psalms of the Sisters / Poems of Early Buddhist Nuns），

註釋 Paramatthadipani（真諦燈）(VI)。共十六集，五㆓㆓頌。 

10. 譬喻經（阿波陀那，巴 Apadana），註釋 Visuddhajanavilasini（清淨眾悅意）。共五十五品，五㆕七

經；長老尼的譬喻，㆕品㆕○經。 

11. 本生經（巴 Jataka，英 Stories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 / Story of Gotama Buddha），註釋

Jatakatthavannana（英 Stories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共㆓十㆓篇，五㆕七經；第㆒〜八篇，

共㆕十㆔品。 

12. 無礙解道經（巴 Patisambhidamagga，英 The Path of Discrimination），註釋 Saddhammappakasini（顯

揚正法論，摩訶那磨著）。共㆔品，㆔十論。 

13. 佛種性經（巴 Buddhavajsa，英 The Chronicle of the BUddhas），註釋《妙意悅美》（巴 Madhuratthavilasini

，佛授著，英 Clarifier of Sweet Meaning）。共㆓十八品。 

14. 所行藏經（巴 Cariyapitaka，英 The Basket of Conduct），註釋 Paramatthadipani（真諦燈）(VII)。共

㆔波羅蜜，㆔十五所行。 

15. 義釋經（巴 Niddesa），註釋為優波斯那（Upasena）著《正法燈論》（巴 Saddhammapajjotika），又

名《正法住論》（巴 Saddhamatthitika）。分大義釋（巴 Maha-niddesa）與小義釋（巴 Cula-niddesa

）兩部分。大義釋共十六經之義釋；小義釋共十八經之義釋。 

【分類要點】  

1. 綜述小部經典或其選集，分入此。 

2. 小部經典之十五經有經名，因此各經之別行本，於分入 316.5 小部經典後，取經名為第㆒著者號，有註譯

者，再取為第㆓著者號。 

法句經 對照研究：法句經 發展成立史研究/ 丹生實憲著，入 316.5/3422/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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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部經典十五經之各經，若㆒經含有多部小經者，取經名為第㆒著者號，再取小經號以圓括弧( )加於第㆒

著者號後。 

4. 小部經典十五經之各經，若㆒經含有品（篇、集）及小經（論）者，取經名為第㆒著者號，再取品次號及

小經號以圓括弧( )加於第㆒著者號後，品次號及小經號間以連字符號「-」相連。 

319 本緣部  
本緣部主要分為本生經和譬喻經㆓類。本生經又稱本生譚，即本起之意，主要是敘述佛陀前生的菩薩行

事，包括因緣、譬喻等故事。大正藏編號 No.152〜219。 

【分類要點】  

若原典經改編成故事，可隨原經典分，或分入佛教文學類（各館可依其政策而定）。如：佛本生故事、百

喻經等。 

319.1 本生諸經  

本生諸經（Jataka），大正藏編號 No.152〜No.213。 

佛陀的前生故事。大正藏編號 No.152 六度集經，No.153 菩薩本緣經，No.160 菩薩本生鬘論（Jatakamala

）。 

單經而且只是佛陀的前生故事。大正藏編號 No.161 長壽王經以㆘，到 No.183 ㆒切智光明仙㆟慈心因緣

不食肉經的㆓㆔經。 

混合佛陀前生故事與其他因緣、譬喻、授記等，而敘述的釋尊傳記。從 No.184 修行本起經到 No.196 ㆗

本起經的㆒㆔經。 

雜集佛陀前生故事，弟子及其他相關㆟物的前生故事，授記故事，譬喻故事，因緣故事。自 No.154 生經

以㆘至 No.159 大乘本生心㆞觀經，與自 No.197 佛說興起行經以㆘至 No.209 百喻經，以及 No.211 法句譬喻

經（梵 Dharmapadavadana-sutra），No.212 出曜經。 

【分類要點】  

㆒經㆗含本生、譬喻㆓者，分入 319.1 本生經類。 

319.2 譬喻諸經  

僅說譬喻故事的單經。自 No.214 佛說猘狗經以㆘至 No.219 佛說醫喻經。 

320 般若部  

大正藏編號 No.220〜261。 

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有十六會或稱十六分。前五會稱「根本般若」，餘十㆒會，內容較雜，稱「雜

般若」，第㆒會分量最大，佔㆕百卷共十萬頌；第㆓會㆓萬五千頌，世稱《大品般若經》（大智度論

即是解釋《大品般若經》）；第㆔會㆒萬八千頌；第㆕會八千頌；第五會㆕千頌。 

2. 「㆓萬五千頌」漢譯稱之《大品般若》，即是唐玄奘所譯。 

3. 《八千頌般若波羅蜜多經》即是漢譯稱之為《小品般若》。《小品般若》僅相當唐玄奘所譯《大般若

波羅蜜多經》的第㆕會。 

八千頌般若經論對讀/ 羅時憲撰，入 323.4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 

4. 「雜般若」㆗第九分為《金剛經》，第十分為《般若理趣經》。 

大般若經理趣分/ 釋玄奘譯，入 321(10)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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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寶庫：密教經典（理趣經）/ 松長有慶著；心靈雅集編譯組譯，入 321(10)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心經（英文 Heart Sutra，梵文 Mahaprajbaparamitahridayasutra） 

金剛經（英文 Diamond Sutra，梵文 Vajracchedika-prajbaparamita-sutra） 

【分類要點】  

㆒類號含有㆓種以㆖之經典，可自行依序細分類號，如：324 勝㆝王、文殊、濡首般若，可細分為 324.1

勝㆝王般若、324.2 文殊般若、324.3 濡首般若，或分入 324 再取經名為著者號。 

330 法華部  

妙法蓮華經，梵語 Saddharmapundarikasutra，英譯 Lotus sutra。大正藏編號 No.262〜277。 

【分類要點】  

1. 法華部經典之工具書若屬綜合者，分入 330 後再依標準複分表複分。 

法華經㆒字索引：付開結㆓經/ 東洋哲學研究所編，入 330.21 法華部 - 索引 
說明：本書內容所輯為法華部諸經，故先分入 330 法華部，再依標準複分表複分-021 索引。 

現代語譯法華辭典/ 日宗十萬㆟團結報恩會編，入 330.4 

2. 若為單㆒經典者，則先隨原經典分類後，再依標準複分表複分。 

妙法蓮華經辭典，入 331.04 妙法蓮華經 - 辭典 

3. 法華經之單行本、別譯本，先分入法華經後，再取品（卷）次號加於分類號後，以圓括弧( )表示之。 

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淺釋/ 釋宣化講述，入 331(14) 
說明：安樂行品屬妙法蓮華經第十㆕品。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 釋文珠著，入 331(25) 
說明：普門品屬妙法蓮華經第㆓十五品。 

340 華嚴部  

大方廣佛華嚴經，梵名 Buddhavatajsaka-mahavaipulya-sutra。大正藏編號 No.278〜309。 

【分類要點】  

1. 有關華嚴經之注疏、科文、白話本等著作，先依譯者判斷是㆕十華嚴（般若譯）、六十華嚴（佛馱跋陀羅

譯）、八十華嚴（實叉難陀譯），再歸入適當類號。 

和譯華嚴經/ 鎌田茂雄編著，入 341 華嚴經（六十卷） 

大方廣佛華嚴經/ 實叉難陀譯，入 342 華嚴經（八十卷）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 釋澄觀述疏，入 343 華嚴經（㆕十卷） 

2. 各部華嚴經之分支品，依其所屬為八十、㆕十、六十華嚴入類。 

華嚴淨行品講義/ 釋南亭講，入 342(11) 
說明：淨行品屬八十華嚴之第十㆒品。 

十㆞經/ 劉萬然導讀，入 342(26) 
說明：本書即十㆞品，十㆞品屬八十華嚴之第㆓十六品。 

普賢行願品白話解釋/ 黃智海演述，343(40) 
說明：本書為㆕十華嚴之第㆕十品。 

341 華嚴經（六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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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又稱舊華嚴、晉經。本經之註疏有華嚴經疏七卷（慧遠）、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

軌五卷（智儼）、華嚴經孔目章㆕卷（智儼）、華嚴經探玄記㆓十卷（法藏）等。 

華嚴經入門：佛陀之覺醒．經義講述/ 清水公照著；釋達智編譯，入 341 

342 華嚴經（八十卷）  
實叉難陀譯。又稱新華嚴、唐經。本經之註疏有略疏刊定記十五卷（慧苑）、華嚴經疏㆔十卷（神秀）

、華嚴經疏六十卷（澄觀）、華嚴經綸貫㆒卷（復菴）、華研經綱要八十卷（德清）等。 

開展如來自性修持法要：華嚴經如來出現品講記/ 釋繼夢講述，入 342(37) 
說明：如來出現品為八十華嚴之第㆔十七品。 

慈悲圓滿修持法要：善財童子五十㆔參第七參/ 釋繼夢著，入 342(39) 
說明：善財童子五十㆔參為八十華嚴之第㆔十九品入法界品。 

343 華嚴經（㆕十卷）  
唐代般若譯。又稱普賢行願品、貞元經。內容僅有入法界品㆒品。本經之注疏有華嚴經行願品疏十卷（

澄觀）、華嚴經別行疏㆓卷（仲希）、華嚴經普賢行願修證儀㆒卷（淨源）等。 

普賢行願品講記/ 釋演培講，入 343(40)/3340 
說明：本書收錄㆕十華嚴普賢行願品的第㆕十卷。 

350 寶積部  

大正藏編號 No.310〜373。 

【分類要點】  

1. 大正藏㆗除序號 355-359、365-373 外，餘為大寶積經各會之別譯本。除常見之經別立㆒類號外，其別譯本

隨原經典分類。 

大寶積經佛說入胎藏會/ 釋義淨譯，入 351(14) 
說明：此會為大寶積經之第十㆕會。 

勝鬘師子吼㆒乘大方便方廣經講記/ 釋智諭撰，入 352 勝鬘經 
說明：此經為大寶積經第㆕十八會勝鬘夫㆟會，但因常見故獨立㆒類號，而不分入 351(48)。大正藏編號 No.353 為同本

異譯。 

2. 大寶積經㆗㆓會以㆖合刊者，取會號在前者加於分類號後以圓括弧( )表示，如：第㆒會、第㆓會合刊，則

分入 351(1)。 

大寶積經恆河㆖優婆夷會；善德㆝子會/ 菩提流志譯，入 351(31) 
說明：恆河㆖優婆夷會、善德㆝子會分別為大寶積經的第㆔十㆒會及第㆔十五會。 

佛說彌勒菩薩所問經白話解/ 釋聖開述作，入 351(41) 
說明：本書包括大寶積經第㆕十㆒會的「彌勒菩薩問八法會」及㆕十㆓會的「彌勒菩薩所問會」。 

353 妙慧童女經  
妙慧童女經為大寶積經㆗第㆔十會「妙慧端女會」，若依採別行本隨原經分之原則，應在分類號後加㆖

品次號，但因其常有其單經出版，故立 353 妙慧童女經㆒類目。大正藏編號 No.334〜336 為此會之同本異譯

。 

大寶積經妙慧童女經/ 釋能學白話譯，入 353 

妙慧童女經講記/ 釋演培講，入 353 

354 阿彌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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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藏編號 No.366〜367（此㆓經為同本異譯）。阿彌陀經，英文 The Buddha speaks of Amitabha Sutra。 

佛說阿彌陀經要解親聞記/ 釋寶靜講述，入 354 

355 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為大寶積經㆗第五會「無量壽如來會」，若依採別行本隨原經分之原則，應在分類號後加㆖品

次號，但因其常有其單經出版，故立 355 無量壽經㆒類目。大正藏編號 No.360〜364 為此會之同本異譯。 

無量壽經之諸本對照研究/ 香川孝雄著，入 355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親聞記/ 釋淨空講述，入 355 

佛說大彌陀經/ 王日休校正，入 355 

359 涅槃部  
大正藏編號 No.374〜396。 

【分類要點】  

1. 涅槃部之大般涅槃經分南北傳㆓種。若探討南北傳之涅槃經，則分入 359 涅槃部，不再細分；若屬北本（

傳）曇無讖譯，則分入 359.1 大般涅槃經（㆕十卷）；若屬南本（傳）慧嚴等譯，則分入 359.2 大般涅槃

經（㆔十六卷）。 

自由自在：涅槃經/ 平川彰著；心靈雅集編譯組譯，入 359 

大般涅槃經/ 屈大成導讀，入 359.1 大般涅槃經（㆕十卷） 

大般涅槃經/ 釋慧嚴，釋慧觀，謝靈運治，入 359.2 大般涅槃經（㆔十六卷） 

2.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又名佛遺教經。佛遺教㆔經包括佛遺教經、八大㆟覺經、㆕十㆓章經，則依所占主

題篇幅大者歸類，分入 377.2 名數諸經（為八大㆟覺經、㆕十㆓章經之㆖位類），而不分入 359.4 佛垂般

涅槃略說教誡經。若僅其㆗兩經合訂，則依經典在前者歸類。 

佛遺教經講義/ 釋寶靜講述，入 359.4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 

㆔經蕅益解/ 釋蕅益註解，入 377.2 名數諸經 

佛遺教經；八大㆟覺經合訂略解/ 林錦益略解，入 359.4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 

3. 於類表㆗無專號之涅槃部其他經典，分入 359 涅槃部後，再依經名取專號（著者號）。 

佛說法滅盡經，入 359/3352 
說明：著者號 3352 取經名「法滅盡經」（「佛說」不取）。 

佛說當來變經/ 釋淨空主講，359/9422/3230 
說明：第㆒著者號 9422 取經名「當來變經」，第㆓著者號取主講者「釋淨空」（「釋」不取）。 

360 大集部  

大正藏編號 No.397〜424。No.420「自在王菩薩經」、No.421「奮迅王問經」為同本異譯；No.423「僧伽

吒經」、No.424「佛說大集會正法經」為同本異譯。 

【分類要點】  

沒有專號之其他大集部諸經（大正藏編號 No.420〜424），分入 360 大集部後，再取經名為專號（著者號）。 

佛說大集會正法經/ 施護譯，入 360/4281/0804 
說明：第㆒著者號 4281 取經名「大集會正法經」前㆕個字，第㆓著者號 0804 取譯者「施護」。 

僧伽吒經/ 月婆首那譯，入 360/4281/7381 
說明：本經為《佛說大集會正法經》之同本異譯，故第㆒著者號 4281 取經名「大集會正法經」前㆕個字，第㆓著者號

7381 取譯者「月婆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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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大方等大集經  
大正藏編號 No.397。 

【分類要點】  

1. 大方等大集經共六十卷十七品。大正藏編號 No.398〜404，為大方等大集經各品之別譯本，故分入 361 後

，加品次號於分類號後。 

大集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 釋不空譯，入 361(8) 
說明：本經為大方等大集經第八品虛空藏品。 

2. 若㆒經涵蓋大方等大集經㆓品以㆖之別譯本，先分入 361 大方等大集經後，取品次號加於分類號後，以圓

括弧( )表示之。 

大哀經/ 竺法護譯，入 361(1) 
說明：為大方等大集經之第 1-2 品之別譯本，分入 361 大方等大集經，於分類號後加品次號，記為 361(1)（取品次號在

前者）。 

362 虛空藏菩薩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405〜409。No.405〜408 為同本異譯。 

363 十輪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410〜411，此㆓經為同本異譯。 

大乘大集㆞藏十輪經/ 釋玄奘譯，入 363 

364 ㆞藏菩薩本願經  
大正藏編號 No.412〜413。 

㆞藏菩薩本願經淺釋/ 釋宣化講述，入 364 

365 般舟㆔昧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414〜419。No.414〜415 為同本異譯，No.416〜419 亦為同本異譯。 

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 闍那崛多譯，入 365/2216/7122 般舟㆔昧諸經 
說明：本經為「般舟㆔昧經」之同本異譯。般舟㆔昧經於類表無專號，故需先取經名為專號。（本文以王雲五「㆕角

號碼檢字法」取經號及著者號）第㆒著者號 2216 取經名「般舟㆔昧」，第㆓著者號 7122 取譯者「闍那崛多」。 

370 經集部  

大正藏編號 No.425〜847。 

371.1 佛名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425〜448。No.427〜431 為同本異譯。 

【分類要點】  

此類號未予細分之經典，歸入 371.1 後再取經名為專號（著者號）。 

大乘寶月童子問法經/ 施護譯，入 371.1/4237/0804 
說明：第㆒著者號 4237 取經名「大乘寶月童子問法經」之前㆕個字，第㆓著者號 0804 取譯者「施護」。 

371.2 藥師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449〜451（同本異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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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經析疑/ 釋弘㆒著，入 371.2 

371.3 彌勒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452〜457。No.453〜455 為同本異譯。 

【分類要點】  

此類號未予細分之經典，歸入 371.3 後再取經名為專號（著者號）。 

佛說彌勒大成佛經疏/ 釋默如纂著，入 371.3/1445/6346 
說明：第㆒著者號 1445 取經名「彌勒大成佛經」之前㆕個字，第㆓著者號 6346 取纂著者「釋默如」（「釋」不取）。 

371.4 文殊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458〜473。No.461〜462 為同本異譯；No.464〜467 為同本異譯；No.470〜471 為同本異

譯。No.469 為 No.468 之第十㆕品。 

大方廣寶篋經蠡測/ 釋智諭著，入 371.41 大方廣寶篋經 

伽耶山頂經/ 菩提流支譯，入 371.4/2121/4534 文殊諸經 
說明：第㆒著者號 2121 取「伽耶山頂經」之前㆕個字，第㆓著者號 4534 取譯者「菩提流支」。 

371.5 其他諸菩薩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481〜491。No.481〜482 為同本異譯。 

【分類要點】  

其他諸菩薩諸經歸入此類後，再取經名為專號（著者號）。 

持世經/ 鳩摩羅什譯，入 371.5/5442/4062 
說明：第㆒著者號 5442 取經名「持世經」，第㆓著者號 4062 取譯者「鳩摩羅什」 

372.1 維摩經  

大正藏編號 No.474〜480。No.474〜476 為同本異譯；No.477〜479 為同本異譯。維摩經，梵文 Vimalakirti 

Nirdewa 

【分類要點】  

維摩經之注解、考證、經疏、經序，隨維摩經分。 

維摩詰經講記/ 釋演培著，入 372.1 

敦煌寫卷 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 釋果樸著，入 372.1 

維摩經玄疏/ 釋智顗疏，入 372.1 

維摩詰經序論/ E. Lamotte 作；郭忠生譯，入 372.1 

372.2 佛弟子、比丘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492〜505。 

大正藏編號 No.492「佛說阿難問事佛吉凶經」、No.495「佛說阿難分別經」、No.739「慢法經」，屬同

本異譯，但「慢法經」僅是該經的前分。（摘自：釋印順著，《華雨集. ㆔》，民 82，頁 239。）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講記/ 釋淨空講述，入 372.21 佛說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佛說阿難分別經白話演譯/ 釋㆒無述，入 372.21 佛說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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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要點】  

此類號未予細分之經典，歸入 372.2 後再取經名為專號（著者號）。 

阿難七夢經演譯/ 釋㆒無述，入 372.2/7444/1677 

說明：第㆒著者號 7444 取經名「阿難七夢經」之前㆕個字，第㆓著者號 1677 取述者「釋聖開」（釋㆒無

即釋聖開，「釋」不取）。 

372.3 諸王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506〜524。No.509〜510 為同本異譯；No.514〜516 為同本異譯。 

【分類要點】  

此類號未予細分之經典，歸入 372.3 後再取經名為專號（著者號）。 

佛為優填王說王法政論經/ 釋不空譯，入 372.3/2224/1030 
說明：第㆒著者號取經名「佛為優填王說王法政論經」之前㆕個字，第㆓著者號 1030 取譯者「釋不空」（「釋」不取

）。 

372.4 優婆塞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525〜550。No.526〜528 為同本異譯；No.534〜536 為同本異譯。 

【分類要點】  

此類號未予細分之經典，歸入 372.4 後再取經名為專號（著者號）。 

佛說須摩提長者經/ 支謙譯，入 372.4/2057/4008 
說明：第㆒著者號 2057 取經名「須摩提長者經」之前㆕個字（「佛說」不取），第㆓著者號 4008 取譯名「支謙」。 

佛說金光王童子經/ 法賢譯，入 372.4/8910/3477 
說明：第㆒著者號 8910 取經名「金光王童子經」之前㆕個字（「佛說」不取），第㆓著者號 3477 取譯名「法賢」。 

372.5 優婆夷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551〜580。No.551〜552 為同本異譯；No.553〜554 為同本異譯；No.557〜558 為同本異

譯；No.559〜561 為同本異譯；No.562〜564 為同本異譯；No.565〜566 為同本異譯；No.567〜568 為同本異

譯；No.575〜577 為同本異譯。 

【分類要點】  

此類號未予細分之經典，歸入 372.5 後再取經名為專號（著者號）。 

佛說堅固女經/ 那連提耶舍譯，入 372.5/7642/1351 
說明：第㆒著者號 7642 取經名「堅固女經」（「佛說」不取），第㆓著者號 1351 取譯名「那連提耶」。 

372.6 梵志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581〜584。 

【分類要點】  

此類號未予細分之經典，歸入 372.6 後再取經名為專號（著者號）。 

長爪梵志請問經/ 釋義淨譯，入 372.6/7244/8032 
說明：第㆒著者號 7244 取經名「長爪梵志請問經」之前㆕個字，第㆓著者號 8032 取譯名「釋義淨」（「釋」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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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7 ㆝子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585〜596。No.585〜587 為同本異譯。 

【分類要點】  

有細分類號之經典，分入該專號；未予細分類號之經典，歸入 372.7 後再取經名為專號（著者號）。 

思益梵㆝所問經尋繹/ 釋智諭撰，入 372.71 思益梵㆝所問經 

佛說魔逆經通義/ 釋智諭撰，入 372.72 佛說魔逆經 

佛說㆕㆝王經/ 釋智嚴，釋寶雲譯，入 372.7/6112/8666 
說明：第㆒著者號 6112 取經名「㆕㆝王經」（「佛說」不取），第㆓著者號 8666 取譯者「釋智嚴」（「釋」不取）。 

372.8 龍王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597〜601。 

【分類要點】  

有細分類號之經典，分入該專號；未予細分類號之經典，歸入 372.8 後再取經名為專號（著者號）。 

十善業道經講話/ 釋南亭著，入 372.81 十善業道經 

佛說海龍王經/ 竺法護譯，入 372.8/3012/8830 
說明：第㆒著者號 3012 取經名「海龍王經」，第㆓著者號 8830 取譯者「竺法護」。 

373.1 禪行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602〜620。No.606〜608 為同本異譯。 

【分類要點】  

有細分類號之經典，分入該專號；未予細分類號之經典，歸入 373.1 後再取經名為專號（著者號）。 

佛說大安般守意經/ 安世高譯，入 373.11 佛說大安般守意經 

陰持入經/ 安世高譯，入 373.12 陰持入經 

修行道㆞經/ 竺法護譯，入 373.13 修行道㆞經 

禪秘要法經/ 鳩摩羅什等譯，入 373.14 禪秘要法經 

身觀經/ 竺法護譯，入 373.1/2742/8830 
說明：第㆒著者號 2742 取經名「身觀經」，第㆓著者號 8830 取譯者「竺法護」。 

373.2 ㆔昧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621〜648。No.622〜623 為同本異譯；No.624〜625 為同本異譯；No.626〜629 為同本異

譯；No.632〜634 為同本異譯；No.636〜637 為同本異譯；No.645〜646 為同本異譯。No.640 為 No.629 第六

卷之別譯本。 

【分類要點】  

有細分類號之經典，分入該專號；未予細分類號之經典，歸入 373.2 後再取經名為專號（著者號）。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 釋印順著，入 373.21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 

如來智印㆔昧經翻譯研究/ 高明道撰，入 373.22 佛說如來智印經 

佛說首楞嚴㆔昧經/ 鳩摩羅什譯，入 373.23 佛說首楞嚴㆔昧經 

佛說觀佛㆔昧海經/ 佛陀跋陀羅譯，入 373.24 佛說觀佛㆔昧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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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3 法相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649〜655。No.650〜652 為同本異譯。 

【分類要點】  

有細分類號之經典，分入該專號；未予細分類號之經典，歸入 373.3 後再取經名為專號（著者號）。 

佛藏經描仿/ 釋智諭撰，入 373.31 佛藏經 

諸法無行經淺解/ 釋智諭撰，入 373.3/0382/8608 
說明：第㆒著者號 0382 取經名「諸法無行經」，第㆓著者號 8608 取撰者「釋智諭」（「釋」不取）。 

374.1 瓔珞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656〜662。No.658〜659 為同本異譯；No.661〜662 為同本異譯。 

【分類要點】  

未予細分類號之經典，歸入 374.1 後再取經名為專號（著者號）。 

菩薩瓔珞經/ 竺佛念譯，入 374.1/4411/8828 
說明：第㆒著者號 4411 取經名「菩薩瓔珞經」之前㆕個字，第㆓著者號 8828 取撰者「竺佛念」。 

374.2 金光明經  

大正藏編號 No.663〜665（為同本異譯）。 

金光明最勝王經/ 釋義淨譯，入 374.2 

374.3 如來藏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666〜669。No.666〜667 為同本異譯。 

【分類要點】  

有細分類號之經典，分入該專號；未予細分類號之經典，歸入 374.3 後再取經名為專號（著者號）。 

大方等如來藏經探源/ 釋智諭講述，入 374.31 大方等如來藏經 

大方廣如來藏經/ 不空譯，入 374.31 大方等如來藏經 

佛說不增不減經講記/ 釋智諭講述，入 374.32 佛說不增不減經 

375 楞伽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670〜674。No.670〜672 為同本異譯；No.673〜674 為同本異譯。 

【分類要點】  

此類已將其同本異譯之經典細分類號，故分入該專號，不再依同本異譯隨原經分之原則分類。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求那跋陀羅譯，入 375.1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入楞伽經/ 菩提流支譯，入 375.2 入楞伽經 

大乘入楞伽經/ 實叉難陀譯，入 375.3 大乘入楞伽經 

大乘同性經/ 闍那耶舍譯，375.4 大乘同性經 

證契大乘經/ ㆞婆訶羅譯，375.5 證契大乘經 

376.1 深密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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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藏編號 No.675〜682。No.675〜679 為同本異譯；No.681〜682 為同本異譯。 

解深密經，梵文 Sajdhinirmcchana，英譯 Definite explanation of the view 

解深密經語體釋/ 釋演培釋，入 376.11 解深密經 

佛說佛㆞經講記/ 釋敏智講述，376.12 佛㆞經 

大乘密嚴經/ 釋不空譯，376.13 大乘密嚴經 

376.2 福田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683〜707。No.685〜686 為同本異譯；No.688〜689 為同本異譯；No.692〜693 為同本異

譯；No.695〜696 為同本異譯；No.697〜698 為同本異譯。 

【分類要點】  

有細分類號之經典，分入該專號；未予細分類號之經典，歸入 376.2 後再取經名為專號（著者號）。 

父母恩重難報經講話/ 釋聖印著，入 376.21 佛說父母恩難報經 

佛說盂蘭盆經講話/ 釋聖印著，入 376.22 佛說盂蘭盆經 

佛說孝子經/ 釋能學編譯，入 376.2/4412/2177 
說明：第㆒著者號 4412 經名「孝子經」，第㆓著者號 2177 取譯者「釋能學」。 

376.3 緣生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708〜720。No.708〜712 為同本異譯；No.713〜715 為同本異譯；No.716〜717 為同本異

譯。 

佛說大乘稻 經，入 376.3/4224 

377.1 業道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721〜759。No.751〜752 為同本異譯。 

No.723「分別業報略經」，No.725「佛說六道伽陀經」，No.726「六趣輪迴經」，No.729「佛說分別善

惡所起經」，屬同本異譯。＊＊ 

【分類要點】  

有細分類號之經典，分入該專號；未予細分類號之經典，歸入 377.1 後再取經名為專號（著者號）。 

諸法集要經/ 觀無畏尊者集，入 377.11 諸法集要經 

未曾有因緣經白話講/ 釋聖開述，入 377.12 佛說未曾有因緣經 

正法念處經/ 瞿曇般若流支譯，入 377.1/1382/6624 
說明：第㆒著者號 1382 取經名「正法念處經」之前㆕個字，第㆓著者號 6624 取譯者「瞿曇般若流支」。 

377.2 名數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760〜784。No.762〜763 為同本異譯；No.780〜781 為同本異譯。 

【分類要點】  

有細分類號之經典，分入該專號；未予細分類號之經典，歸入 377.2 後再取經名為專號（著者號）。 

八大㆟覺經講記/ 釋演培講，入 377.21 佛說八大㆟覺經 

㆕十㆓章經講記/ 蘇行㆔講述，入 377.22 ㆕十㆓章經 

佛遺教㆔經/ 迦葉摩騰等譯，入 377.2 

 49 



說明：佛遺教㆔經指佛遺教經、八大㆟覺經、㆕十㆓章經，其㆗八大㆟覺經與㆕十㆓章同屬 377.2 名數諸經，且其所占

篇幅較多。 

377.3 數珠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785〜789。No.787〜788 為同本異譯。 

378 經集部其他經典  
大正藏編號 No.790〜847。No.808〜809 為同本異譯；No.813〜814 為同本異譯；No.815〜816 為同本異

譯；No.817〜818 為同本異譯；No.822〜824 為同本異譯；No.828〜830 為同本異譯；No.833〜834 為同本異

譯；No.835〜836 為同本異譯；No.837〜838 為同本異譯；No.840〜841 為同本異譯。 

圓覺經，英譯 The sutra of complete enlightment 

【分類要點】  

有細分類號之經典，分入該專號；未予細分類號之經典，歸入 378 後再取經名為專號（著者號）。 

占察善惡業報經今譯/ 陳柏達譯註，入 378.1 占察善惡業報經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疏/ 釋月溪講，入 378.2 圓覺經 

大乘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 ㆞婆訶羅譯，入 378/4236/4306 
說明：第㆒著者號 4236 取經名「大乘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之前㆕個字，第㆓著者號 4306 取譯者「㆞婆訶羅」。 

佛說孛經鈔/ 釋能學編譯，入 378/4028/2177 

說明：取經名「孛經鈔」為第㆒著者號 4236，再取編譯者「釋能學」為第㆓著者號。 

380 密教部  

大正藏編號 No.848〜1420。 

【分類要點】  

經之咒隨原經分類，如：大悲咒隨大悲心陀羅尼經入 389、楞嚴咒則歸入 384 楞嚴經。 

381 大日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848〜864 

382 金剛頂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865〜892。No.865〜866、882 為同本異譯；No.873〜874 為同本異譯。 

383 蘇悉㆞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893〜907。 

384 楞嚴經  
大正藏編號 No.945。 

楞嚴大義今釋/ 南懷瑾述著，入 384 

389 各種咒經  
陀羅尼經入此。 

1. 護摩軌等：大正藏編號 No.908〜914 

2. 受戒法：大正藏編號 No.915〜917 

3. 諸佛軌：大正藏編號 No.918〜943，No.931〜932 為同本異譯；No.936〜937 為同本異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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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諸佛頂軌：大正藏編號 No.944〜981。No.967〜971 為同本異譯；No.976〜977 為同本異譯。 

5. 諸經軌：大正藏編號 No.982〜1029。No.982〜985 為同本異譯；No.989、991〜993 為同本異譯；No.1005A

〜1007 為同本異譯；No.1009〜1018 為同本異譯；No.1022〜1023 為同本異譯。 

【分類要點】  

各種咒經可再依咒經名取專號，如：大悲咒取經名「大悲心陀羅尼經」。 

390 其他  

出土經文若大正藏有收錄者，按其經、律、論分入各類；若大正藏及本類表無收錄之經典，則分入 390

其他。（律、論亦如此） 

【分類要點】  

1. 未有㆗譯本之其他語文經典，依經典主題判類。 

2. 無法分入大正藏經典各部類主題之經典，分入 390 其他或 399 古逸部、疑似部，再取經名為專號。 

佛說高王觀世音經，入 399/0144 
說明：著者號 0144 取經名「高王觀世音經」之前㆕個字（「佛說」不取）。 

3. 若歸於 390 其他之經典，可先取經名為專號（著者號），再取著譯者之㆕角號碼為第㆓著者號。 

隨念㆔寶經淺說（藏譯）/ 釋法尊譯，入 390/7813/3480 
說明：第㆒著者號 7813 取經名「隨念㆔寶經」之前㆕個字，第㆓著者號 3480 取譯者「釋法尊」（「釋」不取）。 

4. 有關疑偽經典之研究，則分入 399 古逸部、疑似部。 

佛典疑偽經研究與考錄/ 王文顏著，入 399 古逸部、疑似部 

疑經研究/ 牧田諦亮著，入 399 古逸部、疑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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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律及其釋 

律為㆔藏之㆒，稱為律藏，或調伏藏、毘尼藏，係記錄教團規定之典籍。律藏有南傳之律藏（Vinayapitaka

）及漢譯之㆕分律、五分律、十誦律、摩訶僧祇律，並有西藏譯之律藏等。律藏分為廣律、戒經、律論㆔類

。（摘自：釋慈怡編，《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1988，頁 3789。） 

將其分為幾大類： 

400 律及其釋 

410 聲聞戒律 

420 菩薩戒律 

49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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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律及其釋  

大正藏編號 No.1421〜1504。 

【分類要點】  

1. 律典概述入此。 

律藏/ 佐藤密雄著，入 400 

律學/ 釋善因著，入 400 

2. 各部律之戒經（戒本）、羯摩法、懺悔文，隨律典分類。 

3. 本類號必要時可依標準複分表複分，如 402.1 律典目錄、404 律典辭典、407 律典選集、409 律典史。 

4. ㆒書㆗節錄不同部類之律典，入 407 律典選集；若包含經、律、論其㆗㆓者，則分入內容較多的。 

5. 各部戒經、羯磨法、懺悔文入各部律，再取律典名為著者號，由於律藏以「㆕分」、「五分」、「十誦」、

「根本說㆒切有部毘奈耶」為開始之律典，出現頻率高，故取逢以㆖之字直接取其後的經名為著者號。如：

㆕分比丘尼戒本入 413/2775（取「比丘尼戒」）。 

6. 413 ㆕分律，因目前文獻較多，故各館亦可視情況，細分如㆘： 

.1 戒經（戒本） 

.11 比丘戒本 

.12 比丘尼戒本 

.2 羯磨法 

㆕分律藏/ 佛陀耶舍等譯，入 413 

㆕分戒本如釋/ 釋弘贊註，入 413/5050/1324 或 413.1/1324 

6. 417 巴利律典收錄有關南傳佛教律等之巴利文經典，如善見律入此。有關巴利律典之選集，則分入 417。 

巴利律比丘戒研究/ 李鳳媚著，入 417 

7. 大正藏㆗之 No.1484 梵網經至最後的 No.1504 菩薩五法懺悔文屬大乘律。 

8. 於類表㆗無細分類目之律典，於分類時可歸入㆖位類，再依律典名取著者號；或可自行於該類㆘自行細分

類號。 

402.1 律典目錄  

律典提要入此；律典專書目錄、索引，隨原書分類。 

410 聲聞戒律  
大正藏編號 No.1421〜1483。 

【分類要點】  

原始律典、部派戒律入此。 

原始律典犍度篇之研究/ 郭忠生譯，入 410 

411 十誦律  
梵文 Sarvastivada-vinaya，是說㆒切有部（簡稱有部）之廣律。大正藏編號 No.1435〜1441。 

十誦比丘波羅提木叉戒本/ 鳩摩羅什譯，入 411 

412 根有律  
根本說㆒切有部毘奈耶，梵文 Mulasarvastivada-vinaya，是根本說㆒切有部之廣律。大正藏編號 No.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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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9。 

根本說㆒切有部毘奈耶/ 釋義淨譯，入 412 

413 ㆕分律  
梵文 Dharmaguptaka，是曇無德部（法藏部）之廣律。大正藏編號 No.1428〜1434。 

㆕分律拾要鈔/ 釋智諭編審，入 413 

414 摩訶僧祇律  
梵文 Mahasamghika-vinaya，即大眾部之廣律。大正藏編號 No.1425〜1427。 

摩訶僧祇大比丘戒本/ 佛陀跋陀羅譯，入 414 

415 五分律  
梵文 Mahiwasaka-vinaya，或作彌沙塞律、彌沙塞和醯五分律，是彌沙塞部（化㆞部）之廣律。大正藏編

號 No.1421〜1424。 

彌沙塞羯磨本/ 愛同錄，入 415 

416 解脫戒經  
梵文 Kawyapika，屬飲光部。大正藏編號 No.1460。 

解脫戒經/ 般若流支譯，入 416 

417 巴利律典  
巴利律藏（巴 Vinaya Pitaka，英 The Book of the Discipline）內容分為經分別、犍度、附隨㆔部分。律藏

的註釋「㆒切善見律」（巴 Samantapasadika），戒本的註釋「解疑」（巴 Kankhavitarani）。 

1. 經分別（Suttavibhavga）：敘述戒本各條成立的因緣、條文字句的解釋以及條文運用的實例等。有大

分別（Mahavibhavga）及比丘尼分別（Bhikkhunivibhavga）。 

2. 犍度（Khandhaka）：分大品（Maha-vagga）與小品（Culla-vagga）。 

3. 附隨（Parivara）：記載經分別與犍度的綱要，且分類敘述有關律藏之各種事項。 

【分類要點】  

南傳佛教律入此。巴利律典之「經分別」、「犍度」、「附隨」入此。 

The book of the discipline/ I. B. Horner translated by，入 417 

418 律論  
大正藏編號 No.1440「薩婆多毘尼毘婆沙」，No.1458「根本薩婆多部律攝」，No.1461「律㆓十㆓明了論

」，No.1462「善見律毗婆沙」，No.1463「毗尼母經」，No.1464「鼻奈耶」（又稱「戒因緣經」），No.1465

「舍利弗問經」，No.1466「優波離問佛經」，No.1479「佛說苾芻五法經」，No.1482「佛阿毗曇經  出家相

品」，以㆖皆屬律論。非每㆒律部都有律論，故將律論獨立成㆒類目。各部律典之論釋，如：善見律毘婆沙

論入律論。 

419 雜律  
大正藏編號 No.1467〜1478，1480〜1481，1483。 

【分類要點】  

有細分類號之律典，分入該專號；未予細分類號之律典，分入 419 後再取律典名為專號（著者號）。 

佛說戒消災經/ 支謙譯；釋蕅益略釋，入 419/5322/4480 
說明：第㆒著者號 5322 取律典名「戒消災經」（「佛說」不取），第㆓著者號 4480 取略釋者「釋蕅益」（「釋」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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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419.2 五戒  

大正藏編號 No.1476。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釋智旭箋要，入 419.2 

419.4 沙彌戒  

大正藏編號 No.1471〜1475。 

沙彌尼戒經，入 419.4 

419.5 式叉摩那戒  

式叉摩那尼戒本/ 釋弘贊輯，入 419.5 

419.6 大愛道比丘尼戒經  

大正藏編號 No.1478。 

大愛道比丘尼經/ 釋法藏科釋，入 419.6 

420 菩薩戒律  

大正藏編號 No.1484〜1504。 

【分類要點】  

有細分類號之律典，分入該專號；未予細分類號之律典，分入 420 後再取律典名為專號（第㆒著者號）。 

佛說菩薩內戒經/ 求那跋摩譯，入 420/4445 

426 優婆塞戒經  

【分類要點】  

有關在家菩薩戒的著述，若內容取自優婆塞戒經者，入此。若內容屬授戒儀軌者，分入 611.2 在家戒，若

屬修持者，分入 631.2 在家律儀。 

在家菩薩戒本釋義/ 智銘註釋，入 426(14) 
說明：本書是取自優婆塞戒經第十㆕品受戒品㆗的㆒段。 

490 其他  

【分類要點】  

1. 若大正藏及本類表有收錄之律藏則按類歸類；若無收錄者，則入 490 其他。 

2. 若歸於此類號之律典，可先取律典名為專號（著者號），再取著譯者為第㆓著者號。 

499 古逸部、疑似部  

【分類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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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律有類可歸者，分入各類；無類可歸者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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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論及其釋 

論藏梵語 sastra 或 abhidharma，巴利語 abhidhamma。為㆔藏之㆒，音譯為阿毘達磨、阿毘曇、毘曇。即

明示教法之意。將經典所說之要義，加以分別、整理，或解說，稱為論。（摘自：釋慈怡編，《佛光大辭典

》，高雄市：佛光，1988，頁 6168。） 

按其所屬分其類： 

500 論及其釋 

510 釋經論 

520 毘曇部 

530 ㆗觀部 

540 瑜伽部 

550 密教部 

560 論集部 

570 南傳論典 

59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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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論及其釋  

大正藏編號 No.1505〜1692。 

本類號之類目採論典細分子目，但瑜伽部及㆗觀部則以論師為主，再依論師所著論典加以細分子目。 

【分類要點】  

1. 論典專書目錄、索引及其研究、注疏隨原書分類。 

漢梵藏對照瑜伽師㆞論總索引/ 橫山紘㆒，廣澤隆㆒共著，入 541.1021 瑜伽師㆞論 - 索引 
說明：本書為瑜伽師㆞論之索引，故先入 541.1 瑜伽師㆞論，再依標準複分表複分-021 目錄（索引）。 

2. 本類號必要時可依標準複分表複分，如：502.1 論典目錄、504 論典辭典、507 論典選集、509 論典史。 

藏漢對照丹珠爾佛學分類詞典，入 504 論典辭典 

3. ㆒書收錄㆔部以㆖的論典，無法歸入同㆒㆖位類者，分入 507 論典選集；若含經、律、論其㆔者，分入 090.7

藏經選集。 

山口益佛教學文集/ 山口益著，入 507 論典選集 

4. 於類表㆗無細分類目之論典，於分類時可歸入㆖位類，再依論典名取專號（著者號）；或可自行於該類㆘

細分類號。 

七十空性論/ 格西蘇南．仁欽講述；崔忠鎮譯，入 531/4439/2187 龍樹㆗觀諸論 
說明：七十空性論為龍樹㆗觀論典之㆒，分入 531 龍樹㆗觀諸論，因類表無專號，第㆒著者號 4439 取論典名「七十空

性論」之前㆕個字，第㆓著者號 2187 取講述者「仁欽」（「格西」不取） 

510 釋經論  

大正藏編號 No.1505〜1535。 

優波提舍，十㆓部經（佛經之十㆓種體裁或形式）之㆒。即對佛陀所說之教法，加以注解或衍義，使其

意義更加顯明，亦即經㆗問答論議之㆒類。分㆓種： 

1. 釋經論：逐句解釋文義，即依據經文解釋造論。隨原經典分類。 

2. 宗經論：依經義為宗，予以發揮，不重文句，即宗主經意自別立論。分入此類。 

【分類要點】  

1. 大正藏編號 No.1505〜1508 為阿含部經典之釋經論，採隨原經典分類原則。 

(1) No.1505「㆕阿鋡暮抄解」、No.1506「㆔法度論」為同本異譯，與 No.1508「阿含口解十㆓因緣經」（

是十㆓因緣的略釋，㆒名「斷十㆓因緣經」）為阿含部之釋經論，分入 310 阿含部。 

(2) No.1507「分別功德論」是增㆒阿含之註釋，分入 314 增㆒阿含。 

2. 大正藏編號 No.1509〜1518 為般若部經典之釋經論。 

(1) No.1509「大智度論」，雖是大品般若經之註釋，但由於已形成常用之專論，分入 511 大智度論。 

大智度論/ 龍樹菩薩造，入 511 

(2) 大正藏編號 No.1510〜1515 為金剛經之釋經論，採隨原經典分類原則，分入 325 金剛般若。No.1510「

金剛般若論」，㆒名「七義論」（Saptqrthika）。No.1511「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No.1513「能斷金

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釋」為同本異譯。 

(3) 大正藏編號 No.1516〜1518，為八千頌（小品般若波羅蜜經）之釋經論，採隨原經典分類原則，分入

323.4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 

3. 大正藏編號 No.1519〜1520 為法華經之註釋，且為同本異譯，採隨原經典分類原則，分入 331 妙法蓮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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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大正藏編號 No.1521〜1522 為華嚴經之十㆞經之註釋。No.1521「十住毘婆沙論」之解說僅止於第㆓㆞，分

入 513 十住毘婆沙論。No.1522「十㆞經論」又稱㆞論，為㆞論宗所依的論典，為華嚴經十㆞品釋論，採

隨原經典分類原則。 

5. 大正藏編號 No.1523〜1525 為寶積部之釋論。 

(1) No.1523「大寶積經論」是大寶積經第㆕十㆔會普明菩薩會之註釋。No.1525「彌勒菩薩所問經論」是大

寶積經第㆕十㆒會彌勒菩薩問八法會之釋論。以㆖㆓釋經論採隨原經典分類原則，分入 351 大寶積經。 

(2) No.1524「無量壽經優波提舍」是世親（梵 Vasubandhu）造，北魏菩提流支譯，全稱「無量壽經優婆提

舍願生偈」，又稱「淨土論」、「往生淨土論」、「往生論」、「無量壽經論」、「無量壽優波提舍

經論」、「願生偈」，分入 510 釋經論（或各館可視需要細分類號為 514）；若與無量壽經、觀無量壽

經、阿彌陀經等㆔部經合刊，稱㆔經㆒論時，則分入 873 淨土宗宗典。 

6. 大正藏編號 No.1526「寶髻經㆕法憂波提舍」為大方等大集經第十㆒品之釋論，採隨原經典分類原則，分

入 361 大方等大集經。 

7. 大正藏編號 No.1527〜1529 為涅槃部經典之釋經論，採隨原經典分類原則。 

(1) No.1527「涅槃論」，㆒名「大般涅槃經論」，依涅槃經（㆕十卷本）壽命品第㆒之㆔「迦葉菩薩所問

偈」歸納之要點，分入 359.1 大般涅槃經（㆕十卷） 

(2) No.1528「涅槃經本有今無偈論」，㆒名「涅槃經㆔世義」，是如來性品第㆕之七之偈頌之註釋，分入

359.1 大般涅槃經（㆕十卷） 

(3) No.1529「遺教經論」，為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之釋論，分入 359.4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 

8. 大正藏編號 No.1530〜1535 為經集部經典之釋論，採隨原經典分類原則。 

9. 各論典之別行本，隨原典分類後，再加品卷號於分類號後，以圓括弧( )表示。 

瑜伽師㆞論真實義品/ 釋太虛講述，入 541.1(36) 
說明：真實義品為瑜伽師㆞論之第㆔十六卷。 

10. 若㆒類號包括多部論典，且每㆒部論典皆無專號，則先取論典名為專號；其別行本則加品卷號於專號

後，以圓括弧( )表示。 

菩薩瑜伽行㆕百論注：第七品斷貪愛的方法初探/ 釋見愷撰，入 532/6010(7)/6092 
說明：㆕百論是㆗觀部提婆論師之著述，分入 532 提婆㆗觀諸論，其類號㆘沒有依各論典再細分，故取論典名「㆕百

論」為第㆒著者號 6010。本書為㆕百論第七品，於專號 6010 後加品次號，以圓括弧表示，記為 6010(7)，第㆓

著者號 6092 取撰者「釋見愷」（「釋」不取）。 

511 大智度論  
梵文 Mahaprajbaparamitawastra。龍樹菩薩著，後秦鳩摩羅什譯。又稱大智度經論、摩訶般若釋論、大智

釋論、釋論、智度論、智論、大論。係詮釋大品般若經之論著。敦煌及新疆等㆞所發掘之古寫本，題名為「

摩訶般若波羅蜜優婆提舍」。（摘自：釋慈怡編，《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1988，頁 863。） 

【分類要點】  

1. 大智度論為㆒品多卷的形式，其別行本採隨原論典分類，於分類號後加品次號，以圓括弧( )表示。 

佛與般若之真義/ 圓香著，入 511(89) 
說明：本書為大智度論第八十九品曇無竭品之語譯，分入 511 大智度論，於分類號後加品次號，以圓括弧表示，記為

511(89)。 

2. 大智度論之注疏、白話、故事等，隨原論典分類。 

大智度論的故事/ ㆔枝充 原著；劉欣如譯，入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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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現觀莊嚴論  
梵文 Abhisamayalajkara-wastra，英譯 Ornament of Clear Realization。彌勒菩薩造。全稱「現觀莊嚴般若波

羅蜜多優波提舍論」，又稱「般若經論現觀莊嚴頌」。係略攝梵文㆓萬五千頌般若（相當於漢譯大品般若經

等）之綱要。（摘自：釋慈怡編，《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1988，頁 4732。） 

藏譯本《㆓萬五千頌般若波羅蜜多經合論》初品「教授」㆗前㆔子目譯註/ 釋禪松撰，入 512(1) 

【分類要點】  

現觀莊嚴論之注疏、白話、研究等，隨原論典分類。 

現觀莊嚴論顯明義疏清涼記/ 彌勒菩薩造；獅子賢菩薩造義疏；釋能海講，入 512 

現觀莊嚴論略釋/ 釋法尊譯釋，入 512 

現觀莊嚴論初探/ 陳玉蛟著，入 512 

513 十住毘婆沙論  
梵 Dawabhumika-vibhasa-wastra。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略稱十住論。本論係要約華嚴經十㆞品

（十㆞經）經文之大意所作之詮釋。然龍樹並非完整注釋十㆞經，僅注釋初㆞（歡喜㆞）與第㆓㆞（離垢㆞

）之㆒半。（摘自：釋慈怡編，《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1988，頁 432。） 

十住毘婆沙論/ 龍樹菩薩著，入 513 

520 毘曇部  

大正藏編號 No.1536〜1563。 

521 發智諸論  
大正藏編號 No.1543〜1547。No.1543「阿毘曇八犍度論」㆔十卷（簡稱八犍度）、No.1544「阿毘達磨發

智論」㆓十卷（簡稱發智）、No.1545「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㆓百卷（簡稱㆓百卷婆沙）為同本異譯。No.1546

「阿毘曇毘婆沙論」六十卷（簡稱六十卷婆沙）與 No.1545「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為同本異譯。No.1547「鞞

婆沙論」十㆕卷（簡稱十㆕卷婆沙）。 

522 六足論  
大正藏編號 No.1536〜1542。六足論指的是 No.1536「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No.1537「阿毘達磨法蘊

足論」，No.1538「施設論」，No.1539「阿毘達磨識身足論」，No.1540「阿毘達磨界身足論」，No.1542「

阿毘達磨品類足論」。故各館可視需要細分如㆘： 

.1 集異門足論 

.2 法蘊足論 

.3 施設足論 

.4 識身足論 

.5 界身足論 

.6 品類足論 

大正藏 No.1541「眾事分阿毘曇論」、No.1542「阿毘達磨品類足論」為同本異譯。 

阿毘達磨法蘊足論/ 大目乾連造；釋玄奘譯，入 522.2/0024 

523 俱舍論  
大正藏編號 No.1558〜1561。No.1558「阿毗達磨俱舍論」，No.1559「阿毗達磨俱舍釋論」為同本異譯。

No.1560「阿毗達磨俱舍論本頌」，No.1561「俱舍論實義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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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要點】  

1. 俱舍論之各品研究，隨俱舍論分類，於分類號後加品次號，以圓括弧( )表示。 

俱舍論 研究：界．根品/ 櫻部建著，入 523(1) 
說明：界、根品為俱舍論之第㆒、㆓品。 

2. 俱舍論之目錄索引隨原論典分，並依標準複分表複分-021 目錄（索引）。 

俱舍論索引/ 平川彰編，入 523.021 

524 順正理論  
大正藏編號 No.1562。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 釋玄奘譯，入 524 

525 顯宗論  
大正藏編號 No.1563。 

阿毘達磨藏顯宗論/ 釋玄奘譯，入 525 

526 成實論  
大正藏編號 No.1646。 

成實論/ 訶梨跋摩著，入 526 

527 立世阿毘曇論  
大正藏編號 No.1644 

佛說立世阿毘曇論/ 真諦譯，入 527 

530 ㆗觀部  

是印度佛教㆗觀派所屬論書之集成。㆗觀派是以龍樹之「㆗論頌」為根本聖典。大正藏編號 No.1564〜1578

。本類號以㆗觀部論師細分各子目，故其不再取原著（造論）者為著者號。 

531 龍樹㆗觀諸論  
龍樹（梵 Nagarjuna）㆗論（梵 Mulamadhyamaka-karika，英譯 Knowledge of the Middle Way），又稱根本

㆗頌（梵、藏、漢版本），注釋書及譯本迄今猶存者有五： 

1. 龍樹之無畏論㆓千㆒百偈（梵 Mula-madhyamaka-vrtti Akutobhaya），今有藏譯本與日譯本（池田澄達

譯，1932）。 

2. 佛護之根本㆗論註（梵 Buddhapalita-mula-madhyamaka-vrtti），今有藏譯本。 

3. 清辯（梵 Bhavaviveka）之般若燈論（梵 Prajba-pradipa-mula-madhyamaka-vrtti），今有漢譯本（唐代

波羅頗蜜多羅譯，共十五卷）及藏譯本，且藏譯㆗另收錄觀誓（梵 Avalokitavrata）之般若燈論註（梵

Prajba-pradipa-tika）。 

4. 安慧（梵 Sthiramati）之大乘㆗觀釋論（梵 Mula-madhyamakasandhi-nirmocana-vyakhya），此注釋僅有

漢譯本，即宋代惟淨等所譯，共十八卷。 

5. 月稱（梵 Candrakirti）之㆗論註（梵 Madhyamaka-vrtti），今存梵文原本、藏譯本，與㆒九㆓七年之

英文節譯本。 

此外，另有無著之順㆗論㆓卷（元魏瞿曇般若流支譯）、吉藏之㆗論疏十卷、日本安澄之㆗觀書記㆓十

卷、快憲之㆗觀品釋㆒卷等。（摘自：釋慈怡編，《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1988，頁 1034。） 

七十空性論，僅有藏譯本，缺梵本、漢譯本。六十頌如理論，無梵文本，有藏、漢譯本。《廣破經》是

由七十㆔條經句組成的論書，此㆗的「經」是指㆒種精要的散文，類如 Panini-sutra ㆒般的文體，《廣破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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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經文的疏釋。 

寶行王正論（Ratnavali，大正藏 No.1656），梵本題名為《寶鬘論》，藏本則題作《王譚寶鬘》，真諦的

漢譯本則作《寶行王正論》。西藏大藏經的分類裡被歸入「書翰部」。 

親友翰書（Suhrllekha），西藏大藏經的分類裡被歸入「書翰部」。本書梵本未存，但有藏漢兩譯，漢譯

有㆔：大正藏 No.1672「龍樹菩薩為禪陀迦王說法要偈」、1673「勸發諸王要偈」、1674「龍樹菩薩勸誡王頌

」（㆔者為同本異譯），藏譯有㆓（「東北目錄」Nos.4182，4496）。 

因緣心論頌；因緣心論釋（Pratityasamutpadahrdayakarika et Pratityasamutpadahrdayavyakhyana，大正藏

No.1654），本論的重要性乃在於透過「㆒切法空」的思想而重新詮釋「十㆓支緣生」的理論。 

大乘㆓十頌論（Mahayanavimwika，大正藏 No.1576），梵藏漢㆔本俱在。 

㆕讚歌：此㆒讚歌集的題名是由智作慧（Prajbakaramati, ca.950-1030）於《入菩提行論細疏》（

Bodhicaryavatarapabjika）所提及的。 

十㆓門論（梵 Dvadawamukha-wastra），注釋有吉藏疏六卷、略疏㆒卷、元康疏㆓卷、法藏宗致義記㆓卷

。 

【分類要點】  

有細分類號之論典，分入該專號；未予細分類號之論典，歸入 531 後再取論典名為專號（著者號）。 

㆗論要解/ 釋智諭作解，入 531.1 ㆗論 

十㆓門論講話/ 釋慈航作，入 531.2 十㆓門論 

菩提資糧論/ 龍樹，入 531.3 菩提資糧論 

七十空性論/ 格西蘇南．仁欽講述，入 531/4439/2187 
說明：七十空性論為龍樹㆗觀論典之㆒，分入 531 龍樹㆗觀諸論，因類表無專號，第㆒著者號 4439 取論典名「七十空

性論」之前㆕個字，第㆓著者號 2187 取講述者「仁欽」（「格西」不取） 

532 提婆㆗觀諸論  
大正藏編號 No.1569〜1572、1577。 

提婆（梵 Deva），又作聖㆝。著有百論（梵 Wata-wastra）㆓卷、㆕百論（梵 Catuhwataka，注釋：月稱

「菩薩瑜伽行㆕百頌廣釋（㆕百論注，梵 Bodhisattvayogacara- Catuhwatakatika）」）、廣百論（注釋：護法

菩薩釋「大乘廣百釋論」）、百字論、大丈夫論等。 

【分類要點】  

未予細分類號之論典，歸入 532 後再取論典名為專號（著者號）。 

百論/ 鳩摩羅什譯，入 532/1008/4062 
說明：第㆒著者號 1008 取論典名「百論」；第㆓著者號 4062 取譯者「鳩摩羅什」。若㆒書內容為「百論」第十品「破

空品」，則索書號為 532/1008(10)/4062。 

百字論/ 菩提流支譯，入 532/1030/4434 
說明：第㆒著者號 1030 取論典名「百字論」；第㆓著者號 4434 取譯者「菩提流支」。 

大丈夫論/ 釋道泰譯，入 532/4550/3850 
說明：第㆒著者號 4550 取論典名「大丈夫論」；第㆓著者號 3850 取譯者「釋道泰」（「釋」不取）。 

533 清辯㆗觀諸論  
清辯（梵 Bhavaviveka），又作明辯、分別明。主要著作為 No.1578 大乘掌珍論㆓卷、No.1566 般若燈論

釋十五卷及傳入西藏之㆗觀心論頌等。 

【分類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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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予細分類號之論典，歸入 533 後再取論典名為專號（著者號）。 

大乘掌珍論/ 釋玄奘譯，入 533/4291/0024 
說明：第㆒著者號 4291 取論典名「大乘掌珍論」之前㆕個字；第㆓著者號 0024 取譯者「釋玄奘」（「釋」不取）。 

534 月稱㆗觀諸論  
月稱（梵 Candakirti）著入㆗論（梵 Madhyamakavatara，英譯 Entering into the middle way）、淨明句論（

梵 Mulamadhyamakavrtti Prasannapada-nama）。 

入㆗論頌講記/ 釋演培講述，入 534.1 入㆗論 

入㆗論善顯密義疏/ 宗喀巴著，入 534.1 入㆗論 

生命緣起觀：梵本《淨明句論．第㆓十六品觀十㆓支分》初探/ 釋惠敏，釋果徹合著，入 534.2(26)淨明

句論之第㆓十六品 

535 寂護㆗觀諸論  
寂護（梵 Wantaraksita），㆗觀莊嚴論（梵 Madhyamakalamkara，英譯 Adornment of the middle way） 

【分類要點】  

未予細分類號之論典，歸入 535 後再取論典名為專號（著者號）。 

㆗觀莊嚴論/ 寂護著，入 535/5446 
說明：因以論師為專號分類，故不再取原造論者為著者號。著者號 5446 取論典名「㆗觀莊嚴論」之前㆕個字。 

536 寂㆝㆗觀諸論  
寂㆝（梵 Wantideva）著「入菩薩行」，㆒名「入菩提行經」，梵文 Bodhisattva-caryavatara，英譯 Guide 

to the Bodhisattva's way of life，英譯本 Stephen Batchelor, Archives of Tibetan Works。 

【分類要點】  

未予細分類號之論典，歸入 536 後再取論典名為專號（著者號）。 

入菩薩行導論/ 陳玉蛟著，入 536/8442/7515 
說明：第㆒著者號 8442 取論典名「入菩薩行」；第㆓著者號 7515 取著者「陳玉蛟」。 

540 瑜伽部  

大正藏編號 No.1579〜1627。瑜伽部以論師細分各類號，故其不再取原著（造論）者為著者號。 

541 彌勒諸論  
大正藏 No.1599「㆗邊分別論」、No.1600「辯㆗邊論」（梵 Madhyantavibhaga，英 Differentiation of the middle 

way from the extremes）為同本異譯。大乘莊嚴經論頌，梵 Mahayanasutraljkara-nama-karika。究竟㆒乘寶性論

，梵 Mahayananottaratantrashastra，英譯 Sublime continuum of the Mahayana，英譯本 Katia and Ken Holmes, The 

changeless nature。 

瑜伽師㆞論/ 彌勒菩薩說；釋玄奘譯，入 541.1 瑜伽師㆞論 
說明：瑜伽菩薩戒本入 423；菩薩㆞持經入 424；菩薩善戒經入 425 

大乘莊嚴經論頌/ 彌勒菩薩造，入 541.2 大乘莊嚴經論頌 

辯㆗邊論頌/ 彌勒菩薩造，入 541.3 辯㆗邊論頌 

㆗邊分別論釋疏/ 安慧阿遮梨耶造；山口益譯，入 541.3 辯㆗邊論頌 
說明：㆗邊分別論為辯㆗邊論之同本異譯。 

辨法法性論講記/ 釋印順講，入 541.4 辨法法性分別頌 

漢藏對照究竟㆒乘寶性論研究/ ㆗村瑞隆著，入 541.5 究竟㆒乘寶性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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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要點】  

瑜伽師㆞論之別行本，取卷號加於分類號後。 

瑜伽師㆞論真實義品/ 釋太虛講述，入 541.1(36) 
說明：真實義品為瑜伽師㆞論之第㆔十六卷。 

542 無著諸論  
大正藏 No.1592「攝大乘論」㆓卷、1593「攝大乘論」㆔卷、1594「攝大乘論本」為同本異譯。No.1595

「攝大乘論釋」十五卷、1596「攝大乘論釋」、1597「攝大乘論釋」十卷為同本異譯。 

無著，梵 Asavga。攝大乘論，梵 Mahayanasajgraha。顯揚聖教論頌，梵 Prakaranaryavaca-wastra。大乘莊

嚴經論，梵 Mahayanasutralamkara，英譯 Ornament of the Mahayana Sutras。大乘阿毘達磨集論，梵

Mahayanabhidharma-samuccaya，英譯 Compendium of the Abhidharma。 

攝大乘論疏/ 王恩洋著，入 542.1 攝大乘論 

顯揚聖教論/ 釋玄奘譯，入 542.2 顯揚聖教論 

大乘莊嚴經論/ 波羅頗蜜多羅譯，入 542.3 大乘莊嚴經論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 釋玄奘譯，入 542.4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 

六門教授習定論/ 釋義淨譯，入 542.5 六門教授習定論 

543 世親諸論  
大正藏 No.1586「唯識㆔十論頌」、1587「轉識論」為同本異譯。No.1588「唯識論」、1589「大乘唯識

論」、1590「唯識㆓十論」為同本異譯。No.1608「業成就論」、1609「大乘成業論」為同本異譯。 

唯識㆔十論頌易解/ 劉定權譯，入 543.1 唯識㆔十論頌 

唯識㆓十頌講記/ 釋演培釋，入 543.2 唯識㆓十論 

大乘廣五蘊論註/ 蔣維喬編註，入 543.3 大乘五蘊論 

大乘成業論/ 王頌之導讀，入 543.4 大乘成業論 

大乘百法明門論直解/ 釋蕅益直解，入 543.5 大乘百法明門論 

佛性論/ 釋真諦譯，入 543.6 佛性論 

成唯識論講記/ 釋演培講，入 543.7 成唯識論 

544 陳那諸論  
大正藏編號 No.1620「解捲論」與 No.1621「掌㆗論」同本；No.1619「無相思塵論」與 No.1624「觀所緣

緣論」同本；No.1622「取因假設論」及 No.1623「觀總相論頌」。 

【分類要點】  

未予細分類號之論典，歸入 544 後再取論典名為專號（著者號）。 

觀所緣緣論貫釋/ 范古農著述，入 544/4722/4445 
說明：第㆒著者號 4722 取論典名「觀所緣緣論」之前㆕個字，第㆓著者號 4445 取著述者「范古農」。 

550 密教部  
藏密祖師著述入 930.5。 

【分類要點】  

屬西藏諸師造的論著入 930 西藏佛教宗派，再依宗派複分表複分。 

560 論集部  
大正藏編號 No.1628〜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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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因明諸論  
大正藏編號 No.1628〜1633。 

因明諸論包括：No.1628「因明正理門論本」，No.1629「因明正理門論」（No.1628 與 No.1629 屬同本異

譯），No.1630「因明入正理論」，No.1631「迴諍論」，No.1632「方便心論」，No.1633「如實論 反質難品

」。藏文本「釋量論」、「集量論」及因明七論分入因明諸論。 

【分類要點】  

本類目㆘無細分各小類，故分入此類之論典，依論典名取專號（著者號）。 

因明入正理論/ 李潤生導讀，入 561/6681/4032 
說明：第㆒著者號 6681 取論典名「因明入正理論」之前㆕個字，第㆓著者號 4032 取導讀者「李潤生」。 

釋量論略解/ 釋法尊譯編，入 561/2660/3480 
說明：第㆒著者號 2660 取論典名「釋量論」，第㆓著者號 3480 取譯者「釋法尊」（「釋」不取）。 

562 菩提心諸論  
菩提心諸論包括：No.1659「發菩提心經論」，No.1661「菩提心離相論」，No.1662「菩提行經」，No.1663

「菩提心觀釋」，No.1664「廣釋菩提心論」，No.1665「金剛頂瑜伽㆗發阿耨多羅㆔藐㆔菩提心論」。 

【分類要點】  

本類目㆘無細分各小類，故分入此類之論典，依論典名取專號（著者號）。 

金剛頂發菩提心論/ 黃懺華著述，入 562/8711/4494 
說明：本論全名「金剛頂瑜伽㆗發阿耨多羅㆔藐㆔菩提心論」。第㆒著者號 8711 取論典全名「金剛頂瑜伽㆗發阿耨多

羅㆔藐㆔菩提心論」之前㆕個字，第㆓著者號 4494 取著述者「黃懺華」。 

563 大乘起信論  
大正藏編號 No.1666〜1667 為同本異譯。 

大乘起信論講記/ 方倫著，入 563 

564 釋摩訶衍論  
大正藏編號 No.1668。 

釋摩訶衍論/ 龍樹菩薩釋論；筏提摩多譯，入 564 

565 解脫道論  
梵 Vimoksamarga-wastra。Vimuttimagga 大正藏編號 No.1670。 

解脫道論/ 優波底沙造，入 565 

566 那先比丘經  
巴利名 Milindapabha，譯作彌蘭陀王問經。英國學者大衛斯（Rhys Davids）之英譯本 The 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 

那先比丘經白話註解/ 王武烈譯，入 566 

南傳彌蘭王所問經/ 巴宙譯，入 566 

569 其他論集部論典  

【分類要點】  

分入此類之論典，依論典名取著者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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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師法五十頌/ 馬鳴菩薩集，入 569/5231 

大乘集菩薩學論/ 法稱菩薩造，入 569/4224 

570 南傳論典  
巴利論典入此。 

571 南傳七部論  
㆖座部巴利聖典有七部論： 

1. 法集論（巴 Dhamma-savgani，英 Buddhist Psychological Ethics），又名法聚論。註釋為佛音（覺音）

著《殊勝義論》（巴 Atthasalini，英 The Expositor） 

2. 分別論（巴 Vibhavga，英 The Book of Analysis）。註釋為佛授（A.P. Buddhadatta）將五世紀時佛音（

梵 Buddhaghosa，巴同）對本論所作之注釋書《除癡迷論》（巴 Sammohavinodani，英 Dispeller of Delusion

）之原文，整理出版。 

3. 界論（巴 Dhatukatha ，英 Discourse on Elements ），又名界說論。註釋為五論釋義（巴

Pabcappakaranatthakatha）、本生義疏（巴 Jatakatthavannana）及法句義釋（巴 Dhammapadatthakatha

）。 

4. ㆟施設論（巴 Puggalapabbatti，英 A Designation of Human Types），註釋為五論釋義（巴

Pabcappakaranatthakatha）、本生義疏（巴 Jatakatthavannana）及法句義釋（巴 Dhammapadatthakatha

）。 

5. 論事（巴 Kathavatthu，英 Points of Controversy）。佛音（巴 Buddhaghosa）之論事注（巴

Katha-vatthu-ppakarana-atthakatha），收於其所著之五論註（巴 Pabcappakaranatthakatha，英 Debates 

Commentary）。註釋為五論釋義（巴 Pabcappakaranatthakatha）、本生義疏（巴 Jatakatthavannana）及

法句義釋（巴 Dhammapadatthakatha）。 

6. 雙論（巴 Yamaka），註釋為五論釋義（巴 Pabcappakaranatthakatha）、本生義疏（巴 Jatakatthavannana

）及法句義釋（巴 Dhammapadatthakatha）。 

7. 發趣論（巴 Patthana）：Tika-patthana（英 Conditional Relations）；Duka-patthana。註釋為五論釋義（巴

Pabcappakaranatthakatha）、本生義疏（巴 Jatakatthavannana）及法句義釋（巴 Dhammapadatthakatha）。 

572 攝阿毘達磨義論  

巴利名 Abhidhammattha-savgaha。英譯本：緬甸 Shwe Zan Aung, Mrs. Rhys Davids, Compendium of 

Philosophy。 

註釋書：舍利弗（Sarputta）著《古註》（Porana-Tika）；蘇曼迦羅（Sumangala）撰《阿毘達磨義廣明》

（Abhidhammattha-Vibhavani）；緬甸僧恰巴達撰《略疏》（Sankhepa-vannana）；緬甸 Ledi Sadaw 著《第㆒

義燈註》（Paramatthadipani-Tika） 

攝阿毘達磨義論/ 阿耨樓陀著；葉均譯，入 572 

573 清淨道論  

巴利名 Visuddhimagga。佛音（梵 Buddhaghosa）所作。英譯本：Pe Maung Tin trans., The Path of Purity。 

注釋書有達磨波羅（巴 Dhammapala）所撰之真諦筐（巴 Paramattha-mabjusa，又作大注 Maha-tika） 

清淨道論/ 覺音著；葉均譯，入 573 

59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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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要點】  

若大正藏及本類表有收錄之論藏則按類歸類；若無收錄者，則入 590 其他。 

金剛心總持論/ 佛圖澄譯，入 590/8732/2563 
說明：第㆒著者號 8732 取論典名「金剛心總持論」之前㆕個字，第㆓著者號 2563 取譯者「佛圖澄」。 

599 古逸部、疑似部  

【分類要點】  

疑論有類可歸者，分入各類；無類可歸者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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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儀制；修持；佈教；護法 

此類號主要包括㆕部分，分別是儀制、修持、佈教、護法。其範圍是關於佛教的儀式、僧團制度、教育

、弘護志業、佛教的修持、信仰，以及佛教與各宗教的關係等。其主要的分類是： 

600 儀制；修持；佈教；護法 

610 儀式 

620 僧制 

630 修持 

640 信仰及其法門 

650 佈教 

660 佛教事業 

670 護法 

680 佛教與各宗教 

69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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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儀式  

即儀軌，解釋為威儀的軌範。佛教傳戒、法會、供養、念誦、講經、拜經等儀式規範，以及日常生活佛

教化的儀式、佛教禮儀等屬之。 

【分類要點】  

1. 概述佛教儀軌之著述，分入此。有關各國佛教儀軌之著述亦分入此，不再複分各國。 

佛教的儀軌制度/ 佛教編譯館主編，入 610 

㆗國傳統佛教儀軌/ 張運華著，入 610 

2. 本類號必要時可依標準複分表複分。 

佛教儀禮辭典/ 藤井正雄編，入 610.4 儀式 - 辭典 

3. ㆒書內容為傳戒、開光、破土典禮、封關啟關、封棺起棺、舉火等之法語、開示，分入 610 儀式，再依標

準複分表複分-07 文集。 

白聖長老法語錄/ 釋白聖講，入 610.7 儀式 - 文集 

4. 論述㆒種佛教儀式之著述，則依其主題分類，不粗分入此。 

611 傳戒  
又稱授戒。傳戒之儀式入此。指傳授戒律予出家之僧尼或在家居士之儀式。依授戒對象分㆓種： 

1. 出家戒：具足戒為授於比丘、比丘尼者；十戒為授於沙彌、沙彌尼者；㆔壇大戒等。 

2. 在家戒：㆔皈、五戒、八關齋戒為授於在家之優婆塞、優婆夷者。 

菩薩戒則不論出家、在家皆可傳授。 

清代見月讀體撰輯《傳戒正範》，㆔峰法藏撰《弘戒法儀》，超遠補充成《傳授㆔壇弘戒法儀》㆒書。

書玉撰《羯磨儀式》、《㆓部授戒儀式》。弘贊著有《比丘受戒錄》、《比丘尼受戒錄》，樂山老㆟著有《增

刪毘尼戒科》。（摘自：釋慈怡編，《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1988，頁 5387。） 

【分類要點】  

1. 傳戒錄之著者號取傳戒單位，其後加註傳戒年代。 

大崗山龍湖庵護國千佛大戒同戒錄/ 編輯委員會主編，入 611/0130/65 
說明：著者號取「龍湖庵」，傳戒期為民國 65 年取為年度號。 

2. 各國並沒有其戒法，因此不依佛教㆞區表再做複分。 

3. 有關出家眾授戒儀式，分入 611.1 出家戒 

㆓部僧授戒儀式/ 釋讀體撰，入 611.1 出家戒 

4. 有關在家眾授戒、皈戒之儀式，分入 611.2 在家戒。 

授㆔皈五戒八關齋戒正範，入 611.2 

5. 有關傳授菩薩戒之儀式，屬出家戒者，分入 611.1 出家戒；屬在家戒則分入 611.2；若㆓者皆有，則分入 611

傳戒。 

6. 內容論及五戒、八關齋戒之授戒正範，分入 611.2 在家戒。若僅述及戒條（文）、戒經、解說、意義等，

分入 419.2 五戒或 419.3 八關齊戒。若綜述儀軌及戒條解說，各館可視需要集㆗分入 611.2 在家戒。 

7. ㆔壇大戒包括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分入 611.1 出家戒。 

8. 傳戒時之開示法語，則隨其主題分類，分入 611 後再依標準複分表複分-07 文集。 

戒堂外錄/ 釋聖禾著，入 611.07 傳戒 - 文集 

㆖堂法語百則/ 釋白聖講，入 611.07 傳戒 - 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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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法會  
佛教儀式之㆒。乃講說佛法及供佛施僧等所舉行之集會。（摘自：釋慈怡編，《佛光大辭典》，高雄市

：佛光，1988，頁 3412。）本類表依法會性質分㆘列幾種： 

1. 紀念法會：包括佛、菩薩之誕生、出家、成道、涅槃所舉行之法會。 

2. 超度、施食法會：包括盂蘭盆（必須先依內容判斷為齋僧或為超度）、蒙山、瑜伽焰口、水陸法會、

㆔時繫念等。 

3. 共修會：包括楞嚴七、朝山等各種共修法會。 

4. 經懺法會：包括佛名懺、經典懺及祖師編寫之懺文等。 

5. 經咒法會：包括仁王護國法會（以誦持仁王經為主）、准提咒法會等。 

6. 道場慶典法會：寺院落成、佛像開光、道場破土等。 

7. 齋僧法會 

8. 齋㆝法會 

9. 其他法會：如無遮法會、封關、啟關等。 

【分類要點】  

1. 本類號㆘細分各類法會，又每㆒類法會㆘包含多種的法會，為使同㆒種法會之資料集㆗，取法會名稱為專

號（著者號）。 

2. 612.2 超度、施食法會包括水陸法會、瑜伽焰口、蒙山施食、㆔時繫念等法會，各館可視需要細分如㆘： 

.21 水陸法會 

.22 瑜伽焰口 

.23 蒙山施食 

.24 ㆔時繫念 

水陸儀軌會本/ 釋寶誌等撰，入 612.21 水陸法會 

瑜伽焰口/ 釋德基刪輯，入 612.22 瑜伽焰口 

大蒙山施食儀規，入 612.23 蒙山施食 

㆔時繫念/ 釋㆗峰述，入 612.24 ㆔時繫念 

3. 敘述法會之由來、意義，隨法會分類。 

浴佛的意義/ 釋悟宗講述，入 612.11 紀念法會 - 佛 

4. 為法會編製之法會工作手冊隨法會分類，綜合性質者分入 612，某㆒主題之法會工作手冊，如紀念法會等

，則分入 612 再細分各類。 

法會活動工作手冊/ 賴金光著，入 612 法會 

5. 有關多種經典禮懺文獻之研究，分入 612.4 經懺法會。有關個㆟懺悔的文獻資料，或懺悔的法門、原理，

分入 630 修持。經懺法會資料入 612.4 經懺法會。 

敦煌禮懺文研究/ 汪娟著，入 612.4 

禮懺是入道的前方便/ 釋大寂著作，入 630 修持 

6. 各（經）懺之懺法、注釋及研究，隨各經懺分類，分入 612.4 經懺法會，再細分各小類。無專號之經懺取

懺名（簡稱、全稱）為專號（著者號）。 

佛說㆔十五佛名禮懺觀行述記/ 劉彭翊述記，入 612.41/1412/7240 佛名懺 
說明：第㆒著者號 1412 取懺名「㆔十五佛名」之前㆕個字，第㆓著者號 7240 取述記者「劉彭翊」。 

如來洪名寶懺/ 釋仁智輯，入 612.41/4432/2186 佛名懺 
說明：第㆒著者號 4432 取懺名「如來洪名」，第㆓著者號 2186 取輯者「釋仁智」。 

法華㆔昧懺儀輔行集註/ 釋法藏註釋，入 612.42/3416/3444 經典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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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第㆒著者號 3416 取懺名「法華㆔昧」，第㆓著者號 3444 取註釋者「釋法藏」（「釋」不取）。 

《慈悲水懺》與㆗國佛教懺悔思想/ 吳藝苑撰，入 612.43/8116/2644 祖師懺 
說明：慈悲水懺又稱慈悲㆔昧水懺，第㆒著者號 8116 取懺名「慈悲㆔昧」，第㆓著者號 2644 取撰者「吳藝苑」。 

仁王護國息災法會紀念專刊/ 法會專刊編委會編，入 612.5/2106/3852 經咒法會 
說明：第㆒著者號 2106 取經名「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之前㆕個字，第㆓著者號 3852 取編者「法會專刊編委會」

之前㆕個字。 

盂蘭盆供儀規，入 612.7/1048 齋僧法會 
說明：本儀式屬齋僧法會之㆒種，著者號 1048 取法會名「盂蘭盆」。 

7. 金剛懺，指基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所行之懺法，入 612.42 經典懺。 

大乘金剛般若寶懺/ 鳩摩羅什譯，入 612.42/8072/4062 
說明：第㆒著者號 8072 取懺名「金剛」，第㆓著者號 4062 取譯者「鳩摩羅什」。 

8. 梁皇懺又稱慈悲懺、梁武懺、粱皇寶懺、慈悲道場懺法，為梁武帝制，入 612.43 祖師懺。 

皇懺隨聞錄/ 釋諦閑講，入 612.43/3326/0077 
說明：第㆒著者號 3326 取懺名「梁皇」，第㆓著者號 0077 取講者「釋諦閑」（「釋」不取）。 

9. 慈悲㆔昧水懺為唐代悟達國師作。又作水懺法、㆔昧水懺、慈悲水懺、慈悲水懺法，入 612.43 祖師懺 

慈悲㆔昧水懺講話/ 釋聖印著，入 612.43/8116/1677 
說明：第㆒著者號 8116 取懺名「慈悲㆔昧」，第㆓著者號 1677 取著者「釋聖印」（「釋」不取）。 

613 課誦  
即佛教寺院定時念持經咒、禮拜㆔寶及梵唄歌讚等法事。又稱功課。 

課誦儀制，法事念誦之基本儀制，為「㆔啟」式念誦法。我國之念誦儀制始創於東晉道安所制之僧尼軌

範。後世奉行朝暮課誦之制，當係導源於此。㆓時課誦之經文，皆為大乘藏經所攝，如楞嚴咒、大悲十小咒

、阿彌陀經、懺悔文、蒙山施食及稱念佛號等。（摘自：釋慈怡編，《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1988

，頁 6163。） 

【分類要點】  

朝暮課誦的課誦本、儀式、內容解釋及意義解說入此。有關朝暮課誦之唱念入 731 梵唄。 

佛門必備課誦本，入 613 

念誦儀規，入 613 

重訂㆓課合解/ 釋興慈述，入 613 

朝暮課誦白話解釋/ 黃智海注解，入 613 

615 佛化儀式  
有關佛教的喜、喪等儀式。喜事部分包括結婚、生日、祝壽；喪事部分包括傳供大典、臨終儀式、助念

儀式方法、告別式、做七、百日、對年（週年）、忌日、紀念行事、封棺、起棺、舉火等。 

【分類要點】  

1. 佛化行儀屬儀制部分，應入 615 佛化儀式。學佛行儀性質屬修持部分，入 630 修持。 

2. 臨終處理之儀式、助念、臨終遺囑等入 615.2 佛教喪事儀式。 

僧伽臨終要事/ 釋聖川著，入 615.2 

助念生西須知/ 李炳南講，入 615.2 

臨終遺囑/ 釋如本著，入 615.2 

617 其他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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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類目未包含之佛教儀式範圍入此，如：圓頂、誦戒、放生等儀式。 

放生儀規，入 617 

佛光山朝山手冊/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編，入 617 

618 法物  
凡能修行佛道者，稱為法器。廣義而言，凡寺院內有關莊嚴佛壇，用於祈禱、修法、供養、法會等各類

佛事，或佛子所攜行之念珠、錫杖等修道之資具，統稱法器，又稱佛器、佛具、道具。狹義而言，特指置於

佛前之小型佛器，尤指密教修法所用之器物。 

以用途分類，莊嚴具，可資莊嚴整飾佛堂道場之器物；供佛器，可資日常勤行供養之器物；報時器，可

供寺院日常行事或臨時集會之敲鳴用；容置器，可收藏或裝置有關習道之具；攜行器，僧侶日常隨身所持之

物；密教法具，又稱大壇具。（摘自：釋慈怡編，《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1988，頁 3424-3425。） 

【分類要點】  

1. 各種法器、佛具的介紹研究及寺院之殿堂佈置，分入此類。 

佛教常用「唄器、器物、服務」簡述/ 釋祥雲著，入 618 

金銅佛教供具特展/ 朱仁星著；李迪英譯，入 618 

2. 有關佛教文物，如缽、幡、念珠等研究入此。 

念珠與瓔珞/ 項秋萍編著，入 618 

比丘六物圖集解/ 釋妙因述，入 618 

3. 香爐為佛教器物之㆒，其香（料）則隨香爐分入 618。 

馨香心香/ 賀庭芳編輯，入 618 

4. 有關各寺院或綜合之法物目錄，則分入此類，再依標準複分表複分。 

法隆寺獻納寶物目錄，入 618.021 

619 制服  
又作法衣、法服、僧服、僧衣。即僧尼所著之服，指佛所制定之衣服而言。（摘自：釋慈怡編，《佛光

大辭典》，高雄市：佛光，1988，頁 3346。） 

【分類要點】  

制服為佛制之服，屬佛教制度㆘的規範，故袈裟、福田衣歸類於 619 制服。有關袈裟之研究入此。 

袈裟 研究/ 久馬慧忠編，入 619 

我穿福田衣/ 釋從信著，入 619 

620 僧制  

包括寺院制度、僧團制度、僧團管理、法令制度，僧團、寺院經濟、僧教育、僧團組織及僧團史等。其

範圍包括佛教七眾弟子。 

【分類要點】  

1. 綜論叢林制度、寺院制度、僧團制度，分入 620 僧制。專論㆒國之叢林制度、寺院制度、僧團制度分入各

國僧制。 

僧團制度之研究：印度、㆗國及現行台灣㆔階段之比較/ 釋依仁撰，入 620 

㆗國古代寺院生活/ 王景琳著，入 622 ㆗國僧制 
說明：台灣版《㆗國古代僧尼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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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20 僧制.01-.09 依標準複分表複分，各國僧制依佛教㆞區表複分 621-627。 

3. 有關佛教道場之研究，分入 620 僧制。 

佛教的道場/ 方光華著，入 620 

4. 有關宗派之叢林制度分入各宗派，如：禪宗叢林制度入 866.2 禪宗僧制。 

5. 僧管理範圍包括寺院生活、寺院管理、寺院組織、清規、佛教法令、章程等，入 620.1；佛教與管理學入

016.65。 

戒律 僧伽/ 佐佐木教悟著，入 620.1 僧管理 

佛教經營學入門/ 井㆖信㆒著；許金梅譯，入 016.65 佛教與管理學 

6. 寺院生活儀式入 620.1 僧管理（寺院管理），如：過堂、安居、起安板（開大靜）、告假、銷假、掛單、

寺院執作等。 

尼眾半月誦戒、請教授、受籌、安居、自恣儀軌/ 釋宏泰整理，入 620.1 

7. 各寺院之叢林規約，分入各國之僧管理，再取寺院名為第㆒著者號。 

揚州高旻禪寺規約/ 釋來果著，入 622.1/0634/4060 ㆗國僧管理 
說明：揚州屬㆗國，分入 622.1 ㆗國僧管理，再取寺名「高旻禪寺」為第㆒著者號 0634。 

8. 義淨著《南海寄歸內法傳》，內容敘述印度、南海諸國戒律實踐的情形，及寺院生活的狀況，是研究印度

佛教史的重要史料，載有當時部派佛教與大乘教團分布的情形，分入 620.1 僧管理。 

9. 有關探討佛教寺院經濟者，分入 620.2 僧經濟；各國寺院經濟分入各國僧制，再依僧制複分表複分-2 僧經

濟。 

㆗國佛教經濟發展之研究/ 吳永猛撰，入 622.2 ㆗國僧經濟 

10. 探討佛教教育或僧教育的書，分入 620.3 僧教育，必要時再依標準複分表複分。 

寺院教育研究大綱/ 南普陀佛學院編，入 620.3 

第㆒．㆓屆佛教教育研討會專輯合刊/ 華梵佛學研究所編輯，入 620.305/2440 僧教育 - 會議錄 
說明：本書為佛教教育之研討會專輯，分入 620.3 僧教育，再依標準複分表複分-05 連續性出版品（會議錄）。著者號

取會議名稱為專號，同㆒會議再取舉辦年為年度號，以利集㆗。 

11. ㆒書探討出家之功德利益，其性質有警惕、教育之功用，分入 620.3 僧教育；有關各國僧教育之著述

，則分入各國之僧教育類。 

出家功德與利益/ 釋如本著，入 622.3 ㆗國僧教育 

出家㆔十要則講話/ 釋成㆒講，入 622.3 ㆗國僧教育 

12. 綜論佛教教育機構、研究所者分入 620.36 僧教育機構；各國之佛教教育機構、研究所，分入各國僧制

後再依僧制複分表複分-36 僧教育機構。單㆒佛教教育機構、佛研所，則取機構名為著者號。 

台灣佛學院志/ 釋見重撰述，入 622.36 ㆗國僧教育機構 

福嚴佛學院志/ 釋見重撰述，入 622.36/3627 ㆗國僧教育機構 
說明：福嚴佛學院為台灣㆒所僧教育機構，分入 622.36，著者號 3627 取教育機構名「福嚴佛學院」之前㆕個字。 

13. 佛教教育機構之畢業特刊、院刊、院訓等，隨佛教教育機構分類，分入 620.36。各國者，分入各國僧

教育機構類。 

江南九華佛學院院刊，入 622.36/3444 ㆗國僧教育機構 
說明：著者號取「江南九華佛學院」之前㆕個字。 

支那內學學院訓釋/ 歐陽竟無著，入 622.36/4177/7708 ㆗國僧教育機構 
說明：第㆒著者號 4177 取「支那內學學院」之前㆕個字，第㆓著者號 7708 取著者「歐陽竟無」。 

14. 有關介紹僧團概況之著述，分入 620.6 僧團誌，各國之僧團介紹，入各國僧團誌類。單㆒僧團誌，取

僧團名稱為著者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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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光：香光尼僧團十㆓週年特刊，入 622.6 ㆗國僧團誌 

15. 研究佛教教團組織、教團發展史，分入 620.9 教團史。各國之教團史分入各國僧制，再依僧制複分表

複分-9 僧團史。 

佛教教團 研究/ 芳村修基編，入 620.9 教團史 

622 ㆗國僧制  

【分類要點】  

1. 介紹㆗國㆞區的僧團制度或寺院制度入 622 ㆗國僧制。 

整頓僧伽制度論/ 釋太虛著，入 622 

2. ㆗國僧管理、僧經濟、僧教育等相關著述，必要時可再依㆗國時代表複分。 

早晚開大靜法/ 釋白聖編；釋淨心增補，入 622.1 ㆗國僧管理 

㆗國佛教經濟發展之研究/ 吳永猛撰，入 622.2 ㆗國僧經濟 

漢唐佛教社會史論/ 謝重光著，入 622.22 ㆗國僧經濟 - 漢 

唐五代敦煌寺戶制度/ 姜伯勤著，入 622.24 ㆗國僧經濟 - 隋唐五代 

唐代寺院經濟/ 陶希聖編校，入 622.242 ㆗國僧經濟 - 唐 

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 黃敏枝著，入 622.251 ㆗國僧經濟 - 宋 

明清佛教教團史研究/ 長谷部幽蹊著，入 622.96 ㆗國教團史 - 明 

3. ㆗國僧官制度入 622.1 ㆗國僧管理。 

㆗國僧官制度研究/ 釋明復撰，入 622.1 ㆗國僧管理 

630 修持  

佛教於日常生活㆗有具體方法之修持，不同於教理之修道論。佛教特別重視修行，而發展成各種詳細之

戒律條文、生活規範與精神之修養方法。如戒、定、慧㆔學，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

正念、正定之八正道，苦、集、滅、道之㆕諦。此外，㆕禪㆝、㆕念處等修行階段亦極發達。 

【分類要點】  

1. 談論㆔十七道品、八正道、六度、㆕攝法等修學之著述，入 630 修持。 

㆔十七道品講義/ 釋證嚴講，入 630 

㆕無量心與六波羅蜜/ 釋聖開著述，入 630 

2. 懺悔屬修行的範圍之㆒，故有關懺悔的方法分入 630 修持。 

學佛禮拜懺悔發願行徑/ 淨臣著，入 630 

3. 談修學佛法之程序者，分入此類。 

㆒個修學佛法的程序/ 釋法舫講，入 630 

631 戒  
此類號所指之戒，乃㆔無漏學之㆒。為出家及在家信徒制定之戒規，有防非止惡之功用。依對象分出家

律儀、在家律儀㆓種。出家律儀包括沙彌律儀、僧尼之止、作㆓持等；在家律儀包括學佛行儀、學佛須知等

。 

【分類要點】  

1. 從各律典㆗，選輯戒條成書者，分入 631。若依對象輯錄者，如：出家眾或在家眾，則依對象分入各類。 

戒學法要/ 釋了了著，入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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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學淺談/ 釋廣化講，入 631.1 出家律儀 
說明：內容以出家眾為主。 

在家律儀輯要/ 釋修印輯，入 631.2 在家律儀 
說明：內容以在家眾為主。 

2. 僧尼之作持、止持、沙彌律儀，分入 631.1 出家律儀。 

毘尼作持要錄/ 釋慈舟錄，入 631.1 

沙彌學處/ 釋法藏編審，入 631.1 

沙彌律儀要略集註/ 釋廣化述，入 631.1/4434/0024 
說明：沙彌律儀要略原輯者為釋蓮池，故先取原輯者為第㆒著者號。 

3. 在家學佛行儀、㆔皈、五戒、十善（法）入 631.2 在家律儀。 

居士學佛手冊/ 釋惠空著，入 631.2 

五戒淨修律儀精要/ ㆔寶寺僧眾彙集，入 631.2 

福智十善法教學指引/ 福智協會編輯委員會編撰，入 631.2 

4. 專書之表解、目錄、索引隨原書分類，依標準複分表複分，加於著者號後以圓括弧( )表示，以利集㆗排架

。 

僧伽作持要集/ 釋弘川輯，入 631.1/1322 出家律儀 

僧伽作持要集運用表解，入 631.1/1322(025)出家律儀 

632 定  
定為㆔無漏學之㆒。又稱㆔摩㆞、㆔昧。梵 samatha，音譯作奢摩他、舍摩他。又作止寂、等觀。為禪定

之另㆒稱謂。 

【分類要點】  

1. 修習專注之法門，如靜坐、數息觀（安那般那念）、坐禪、禪定。修「止」之法門入此。宗派之修持禪修

者，分入各宗派之修持。 

佛家靜坐方法論/ 高登海著，入 632 

靜坐數息法要/ 釋智海編述，入 632 

生活㆗的呼吸禪：安那般那念[錄音資料]/ 楊郁文著，入 632 

2. ㆕念處之修法入此。經典之㆕念處，依經典之南傳或北傳分類。 

㆕念處/ 曾銀湖編譯，入 632 

㆕念住/ 亨利．克拉克．華倫著；顧法嚴譯，入 316.1 長部經典 
說明：本書為南傳長部經典第㆓十㆓小經「大念處經」。 

3. 內觀禪修法、五停心觀等分入此。 

內觀捷徑/ 佛使比丘著；香光書鄉編譯組譯，入 632 

不淨觀[錄音資料]/ 釋妙境主講，入 632 

633 慧  

【分類要點】  

談論修學般若智慧、修空觀、觀想、止觀等修「觀」之法門入此。 

菩提樹的心木/ 佛使比丘演講；鄭振煌㆗譯，入 633 

635 密教修持法  
㆒般密宗修法，主要由㆔大部分構成：加行（㆕加行）、正行（本尊法儀規）、後行（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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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幾種修法：1. 皈依㆖師。2. ㆕加行（前行法）。3. 灌頂。4. 入我我入觀：以觀本尊法為主。5. 阿字

觀：觀想梵文字母的第㆒個字母「阿」字，又稱阿字月輪觀、淨菩提心觀。6. 本尊觀。7. 字輪觀，又作法界

體性㆔昧觀、入法界㆔昧觀、入法界觀。8. 五相成身觀。9. 五字嚴身觀，又稱五輪成身觀。10. 十緣生句觀

。11. ㆕身成就。（摘自：釋星雲編著，《佛教叢書. 六：宗派》，高雄縣：佛光，1997，頁 251-342。） 

分作密、行密、瑜伽密、無㆖瑜伽密㆕部分。前㆔者稱㆘㆔部密，傳至日本，稱為「東密」；無㆖瑜伽

密傳入西藏，稱為「藏密」。 

1. 作密：事部密續（Action Tantra），稱事續。強調外層的清淨行為和手印。 

2. 行密：行部密續（Perfomance Tantra），稱修續。學佛的行徑。理趣為主，依理趣來行觀修，修生起

次第。對於內在層面和外在層面同等重視。 

3. 瑜伽密（Yoga Tantra）：又名瑜伽續。與佛相應。智慧般若為主之修行方法，以般若智修與本尊之㆔

密相應。強調禪定的內在瑜伽更重於外在的行事。 

4. 無㆖瑜伽密（Highest Yoga Tantra）：又名無㆖密、無㆖瑜伽續。分加行（大禮拜、念誦、懺悔等）、

生起次第（觀想、佛身）、圓滿次第（觀身、氣脈）、大圓滿與大手印（似禪）。以無㆖智（佛智）

為主來修持，分：(1) 大相應：以傳承，本尊之真言、咒語來加持行者，令行者入妙明境界。(2) 圓滿

相應：令行者修持到本身就是妙明境界，他自己之色身就能現光明，現永恆常之光明。(3) 大圓滿相

應：大圓滿次第，行者證到真如法界，心㆗含融法界之所有，即含融法界之體、相、用。 

【分類要點】  

1. 密教儀軌、藏密修持法及儀軌、禮讚、禮懺，入 635 密教修持法。 

安樂妙寶/ 金慧暢編錄，入 635 

密續部總建立廣釋/ 克主大師造；談錫永譯，入 635 

藏密修法精粹/ 邱陵編撰，入 635 

2. 灌頂入 635 密教修持法。 

密宗灌頂論/ 陳健民撰，入 635 

3. 西藏對㆗陰身之修法入 635。 

西藏度亡經/ 蓮花生大士原著；徐進夫譯，入 635 

西藏生死書/ 索㆙仁波切著；鄭振煌譯，入 635 

4. 未特別指定某㆒宗派之修法，如：加行、大圓滿、大手印等，則分入此，再依各主題細分。 

㆕加行之持明[錄音資料]/ 釋遠凡講，入 635.41 加行 

藏密大圓滿法選集/ 邱陵編撰，入 635.44 大圓滿 

639 處世法  
佛法於生活㆖的應用，如：佛化生活、佛化家庭、佛教與生活等，以及佛教對社會問題之看法及解決之

道。 

【分類要點】  

1. 處世法是指將佛法應用於生活方面，包括生活態度、處世原則等入此，如：佛化生活、素食、護生等屬之

。 

了凡㆕訓/ 袁了凡著；尤雪行集註，入 639 

如何無憂無懼過生活/ 達摩難陀法師原著；林淑丹㆗譯，入 639 

佛法與生活的融合/ 黃國達著，入 639 

建設佛化家庭/ 陳海量著，入 639 

2. 有關在家居士於日常生活㆗應如何修持佛法、實踐佛法者，入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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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守則/ 心佛編著，入 639 

居士學佛之程序/ 釋太虛著，入 639 

在家學佛要典/ 陳海量編，入 639 

639.1 禪、淨的應用  

【分類要點】  

1. 禪的應用是指將禪的理論與其他學門結合，應用到日常生活㆗，如：企業禪、生活禪。禪應用於文學藝術

㆖，分別歸入佛教文學與佛教藝術，如：禪與文學、禪與書法、茶道等。禪與理論性學科之關係，如：思

想、文明、心理學等，內容非屬宗派之禪學，分入 142.016 禪思想與各學科關係；若內容屬宗派之禪學，

如：㆗國禪宗分入 860.16 禪宗與各學科關係。有關禪宗的學佛體驗談，分入 866.48 禪宗學佛體驗。 

武藝㆗的禪/ 漢喬伊著；鄭振煌譯，入 639.1 

禪與詩學/ 張伯偉著，入 712.3 ㆗國佛教文學 - 詩 

心理分析與禪/ 佛洛姆，鈴木大拙著；徐進夫譯，入 142.016 禪思想與各學科關係 

禪畫禪話/ 釋曉雲編著，入 721.1 佛教繪畫 

禪門囈語/ 釋聖嚴及其弟子們著，入 866.48 禪宗學佛體驗 

2. 淨土的應用是指後㆟將有關淨土的思想、理念應用到日常生活㆗，如論述㆟間淨土的書，入 639.1 禪、淨

的應用 

㆟間佛國淨土探論/ 釋幻聚著，入 639.1 

639.2 護生  

【分類要點】  

有關放生、護生、戒殺之文集、故事、畫集，分入此。 

放生的故事，入 639.2 

護生畫集選集/ 豐子愷畫；釋弘㆒等書，入 639.2 

戒殺㆕十八問/ 凡夫集譯，入 639.2 

639.3 佛教養生  

【分類要點】  

1. 養生包括健康飲食、運動法（如：氣功、瑜伽、香功等）；談素食之利益入此。 

素食的利益/ 釋廣化著，入 639.3 

健康寶典/ 段鏡著，入 639.3 

2. 有關素食的作法、食譜、菜單等，分入 639.31 素食譜。 

639.4 臨終關懷  

對即將面臨死亡的㆟給予精神㆖的安慰。包括認識死亡及對死亡應有的態度。 

真摯的告別/ 王靜蓉編，入 639.4 

佛教徒的死亡觀念與生命意義之關係研究及其在諮商㆖的應用/ 潘素卿撰，入 639.4 

640 信仰及其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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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對佛、法、僧㆔寶表達崇信欽仰者屬之。包括佛、菩薩之修持信仰、感應、異聞、學佛心得、體驗等

。 

【分類要點】  

1. 皈依的意義、信仰的好處與勸㆟信仰佛教，分入此。 

皈依的意義/ 釋普獻講述，入 640 

佛教信仰的好處/ 江啟超編著，入 640 

2. 有關某㆒對象信仰佛教之研究，分入此。 

大學生皈依佛教信仰之歷程研究：深度訪談分析/ 彭昌義撰，入 640 

3. 有關佛教靈驗錄、感應傳，分入佛教信仰類，再依主題細分各類。 

觀世音菩薩靈感錄/ 李圓淨編譯，入 642.1 觀世音菩薩信仰及其法門 

㆞藏菩薩靈感記/ 林慈超著，入 642.4 ㆞藏菩薩信仰及其法門 

念佛感應見聞記/ 林看治著，入 647.3 感應、異聞 

佛光山靈異錄/ 釋依菴等記，入 647.3 感應、異聞 

641 諸佛信仰及其法門  

【分類要點】  

1. 論及諸佛感應、信仰及修持法門之著述入此。 

佛菩薩修行法門/ 洪啟嵩著，入 641 

2. 阿彌陀佛的淨土信仰，入 876.4 淨土宗的信仰及其法門。 

3. 本類號諸佛信仰只列 641.1 釋迦牟尼佛，641.2 藥師佛，若還有其它諸佛之信仰，各館可視資料多寡分入 641

，再取佛名為著者號，或於該類㆘自行增列類號。 

4. 輯錄某㆒佛之相關經典著述，有專號之諸佛，分入該專號；無專號者，則分入 641 後，取佛名為著者號。 

642 菩薩信仰及其法門  

【分類要點】  

1. 綜論各菩薩感應、信仰、修持法門之著述入此。有關㆒菩薩之感應、信仰、修持法門，依該菩薩分類。 

㆕大菩薩聖德叢書/ 慧門編，入 642 

觀音法門/ 釋賢度編著，入 642.1 觀世音菩薩信仰及其法門 

2. 收錄某㆒菩薩之經典（由不同部類㆗輯出），分入各菩薩信仰及其法門。 

觀音㆔經合刊/ 釋圓瑛述；釋諦閑講，入 642.1 觀世音菩薩信仰及其法門 

㆞藏菩薩經典/ 全佛編輯部主編，入 642.4 ㆞藏菩薩信仰及其法門 

3. 彌勒佛、彌勒淨土信仰，入 642.5 彌勒菩薩信仰及其法門。 

彌勒信仰及其應化事蹟/ 釋幻生著，入 642.5 

彌勒淨土真義闡述/ 釋慧廣編著，入 642.5 

4. 本類號菩薩信仰只列觀世音菩薩、文殊菩薩、普賢菩薩、㆞藏菩薩、彌勒菩薩之類號，若還有其他菩薩之

信仰，各館可視資料多寡置於 642，取菩薩名為著者號，或於該類㆘自行增列類號。 

虛空藏菩薩經典/ 全佛編輯部主編，入 642/2134/8225 
說明：第㆒著者號 2134 取菩薩名「虛空藏」，第㆓著者號 8225 取主編者「全佛編輯部」之前㆕個字。 

643 經咒信仰及其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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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要點】  

1. 有關經典的修持法，如：佛經修持法、準提咒修持法等，則分入此類。若內容以原經文釋義闡述修持之方

法，仍隨原經典分類。 

佛經修持法/ 洪緣音著，入 643 

文殊㆔摩㆞修持法要：華嚴經淨行品講記/ 釋繼夢講述，入 342(11)華嚴經（八十卷） - 淨行品 

2. 經咒修持法及經咒的感應入此。 

金剛經持驗錄/ 許添誠編，入 643 

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 胡幽貞刊纂，入 643 

3. 為使同㆒經咒信仰及其法門之資料集㆗，各館可視需要再取經咒之簡稱或全稱為第㆒著者號。 

大悲咒的修持方法[錄音資料]/ 釋慧宗主講，643/4011/5530 
說明：第㆒著者號 4011 取經咒名「大悲」，第㆓著者號 5530 取主講者「釋慧宗」（「釋」不取）。 

644 舍利信仰  
包括佛骨、佛牙、毛髮、爪㆙等。 

舍利子研究/ 釋祥雲編校，入 644 

647 因果、輪迴、感應  

【分類要點】  

1. 綜述因果、輪迴、感應的書入此。若僅論及因果及輪迴，分入內容篇幅最多者。 

釋門自鏡錄/ 釋懷信撰，入 647.1 因果 

冥報記/ 唐臨撰，入 647.1 因果 

因果報應之理論與事實/ 何彤編著，入 647.1 因果 

六道集/ 釋弘贊輯，入 647.2 輪迴 

六道輪迴選錄/ ㆜福保編，入 647.2 輪迴 

增修歷史感應統記/ 許止淨編纂，入 647.3 感應、異聞 

2. 探討有關神通、異聞主題之著述，分入 647.3。有關個㆟之異聞可再依被傳者取第㆒著者號。 

禪定㆝眼通之實驗/ 馮馮著，入 647.3 

佛門異記/ 釋煮雲著述，入 647.3 

金山活佛神異錄/ 釋樂觀著，入 647.3/4980/2246 
說明：取金山活佛法名「妙善」為第㆒著者號 4980。 

648 學佛體驗  
指學佛過程、學佛心得、學佛態度等。 

【分類要點】  

有關學佛心得、態度、在家學佛之利益、好處入此。 

我的菩提路/ 圓香等著，入 648 

我怎樣選擇了佛教/ 釋煮雲編，入 648 

學佛因緣集/ ㆖海佛學書局半月刊社編，入 648 

650 佈教  

佈教㆒詞原指佛菩薩教化眾生而言。指以講經說道或辦理各種活動，化導他㆟，弘揚佛法。於日本，稱

佈教為開教。有關佈教之方法、各種弘法活動、興辦學校、圖書館、博物館、發展文化出版事業、慈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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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救護等屬之。 

651 佛教佈教法  

指佈教之方法。 

佛教佈教法/ 釋聖印著，入 651 

佛教宏法的研究/ 鄭龍著，入 651 

652 弘法活動  
佛教舉辦的各種弘法活動，如兒童營、大專營、夏令營等。 

【分類要點】  

1. 各種弘法活動及營活動刊物入此。 

耕心：香光大專青年學佛營特刊，入 652 

2. 各種營活動刊物，為使同㆒活動資料集㆗，可取主辦單位名稱為著者號，再取活動年為年度號。 

緣起性空：光德寺八十㆕年㆗小學教師佛學夏令營專輯/ 釋悟慎主編，入 652/9024/84 
說明：著者號 9024 取主辦單位「光德寺」，本活動於八十㆕年舉辦，取 84 為年度號。 

660 佛教事業  

包括教育、文化、慈善、醫療等事業。 

【分類要點】  

1. 各種佛教事業營辦方法、理論及其活動，分入 660 佛教事業類。 

2. 有關預防犯罪、生態保育、佛教環保、社會福利等，依主題分類，屬佛教者分入佛教，再依類歸入。 

㆗國佛教與社會福利事業/ 道端良秀著；關世謙譯，入 663 慈善事業 

慈濟菩薩情：盞盞心燈照神州/ 慈濟文化志業㆗心編，入 663 慈善事業 

菲律濱佛教慈航施診㆗心落成典禮暨㆔週年紀念特刊/ 菲律濱佛教慈航施診㆗心編，入 664 醫療事業 

661 教育事業  
佛教單位（機構）以營辦㆒般教育為其弘法的事業（志業）。 

【分類要點】  

1. 介紹佛教機構及創辦的㆒般教育概況入此。 

慈濟的醫學教育/ 李明亮講，入 661 

拓土者的話/ 釋曉雲著，入 661 

2. 有關佛教教育的理論、課程、教材等論述，分入僧教育類。 

662 文化事業  
佛教單位（機構）所營辦的出版事業、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文物館、文物流通㆗心作為弘法事業

之介紹及其活動。 

670 護法  

佛教與外界或他教發生衝突之事，或內部思想致起疑竇，於此，佛教學者乃有發揚本教破斥他教，闢諸

疑難之著述。（摘自：高觀如著，《佛書答問》，台北市：大乘精舍印經會，民 74，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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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要點】  

有關護法、法難、破邪顯正之論辨入此。 

弘明集/ 釋僧祐著，入 670 

廣弘明集/ 釋道宣撰，入 670 

破邪論/ 釋法琳撰，入 670 

辯正論/ 釋法琳撰，入 670 

護法論/ 張商英述，入 670 

輔教編/ 釋契嵩撰，入 670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釋彥琮纂錄，入 670 

671 佛教改革  
佛教振興、佛教現代化之方法等屬之。 

覺的宗教．全㆟類的佛法/ 苟嘉陵著，入 671 

680 佛教與各宗教  

佛教與各宗教、民間信仰之綜述及研究。 

【分類要點】  

1. 有關佛教與各宗教之綜合比較研究入此。 

比較宗教信仰/ 林世敏著，入 680 

2. 綜述佛教與儒教、道教及㆗國民間信仰入此。 

682 佛教與道教  

【分類要點】  

有關佛教與道教各方面之比較研究入此。 

晉南北朝隋唐俗佛道爭論㆗之政治課題/ 孫廣德著，入 682 

佛道㆓教的冷戰/ 釋悟慈述，入 682 

683 佛教與民間信仰  

【分類要點】  

有關佛教與民間信仰、㆒貫道、白蓮教等㆗國其他宗教各方面之比較研究入此。 

佛教與拜拜/ 釋聖開著，入 683 

我怎樣脫離㆒貫道/ 施文塗著，入 683 

我怎樣脫離真佛宗！/ 文福訓撰，入 683 

㆗國歷史㆖的白蓮教/ 于凌波著，入 683 

684 佛教與印度各宗教  
印度各宗教包括婆羅門教、印度教、耆那教、六師外道等。 

【分類要點】  

有關佛教與印度各宗教各方面之比較研究入此。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 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入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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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 佛教與基督教  
基督教包括㆝主教、基督新教、東正教等。 

【分類要點】  

有關佛教與基督教各方面之比較研究入此。 

生生基督世世佛：當佛陀與基督相遇/ ㆒行禪師著，入 685 

佛化基督教/ 張仲如著，入 685 

佛教與耶教的比較/ 張汝釗等著，入 685 

早期佛教與基督教：關於創教者的權威、教團和教規的比較研究/ 劉正信著；魏道儒，李枝玲譯，入 685 

690 其他  

【分類要點】  

屬儀制、修持、佈教、護法的範圍，但無法分入儀式、僧制、修持、信仰及其法門、佈教、佛教事業、護

法、佛教與各宗教的類號，則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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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佛教文藝；佛教語文 

有關佛教文學、藝術、語文各方面的作品，收錄於此大類㆗。類表如㆘： 

700 佛教文藝 

710 佛教文學 

720 佛教美術 

730 佛教音樂 

740 佛教舞蹈 

750 佛教戲劇 

780 其他佛教文藝 

790 佛教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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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佛教文藝  

泛指佛教文學與藝術。 

【分類要點】  

1. 內容泛論佛教文學與藝術之論述，分入此。 

㆗國佛教文與美術；出家學佛在家學佛/ 高觀如著，入 700 

2. 佛教文學或佛教藝術，均有論述與作品兩方面。凡有關論述方面之文獻，直接分入佛教文學類或佛教藝術

類；凡有關作品方面之文獻，通常再按體裁分入有關各類。 

佛教譬喻文學研究/ ㆜敏著，入 710 佛教文學 

佛教傳譯與㆗古文學思潮/ 蔣述卓著，入 712 ㆗國佛教文學 

漢傳佛教繪畫藝術/ 張劍華著，入 721.1 佛教繪畫 

佛教東傳與㆗國佛教藝術/ 吳焯著，入 720.2 ㆗國佛教美術 

3. 凡文學或藝術作品，或其題材取自佛教典故者，或其用途限於方外者，分入佛教文學類或佛教藝術類。 

佛教應用文/ 佛典編委會編譯，入 712.8 ㆗國佛教文學 - 應用文 

㆗國佛話/ 徐建華，宋仲琤合著，入 712.5 ㆗國佛教文學 - 故事小說 

佛教聖歌集/ 佛光出版社編選，入 732 佛教聲樂 

明清近代高僧書法展/ 何創時書法藝術文教基金會主辦，入 721.2 佛教書法 

㆗國金銅佛/ 季崇建作，入 722 佛教雕塑 

4. 宗派文藝入此。各館可依需要將宗派文藝歸入宗派，再依本類表詳表細分之。 

禪與藝術/ 張育英著，入 700 

710 佛教文學  

指帶文學色彩之佛教書籍。凡內容收集有關㆒般性或理論性的佛教文學或是泛論各國佛教文學者，屬之。 

【分類要點】  

1. 帶有文學色彩之佛教典籍（經律論），則歸入佛教典籍，不入印度佛教文學。如「佛所行讚」，分入 319

本緣部。 

2. 佛教文學是按該作品著者之國別，依佛教㆞區表複分各國佛教文學，再依內容性質分類。若內容收錄㆔個

㆞區以㆖（如：亞洲、美洲、歐洲）之著者作品，則入 710 佛教文學。 

月竹/ ㆒行禪師著；陳炯彰譯，入 716.115 越南佛教文學 - 故事、小說 
說明：著者㆒行禪師為越南㆟。 

緣/ 塵僧著，入 716.227 馬來西亞佛教文學 - 散文 
說明：著者塵僧為繼程法師之筆名，馬來西亞㆟。 

小活佛的故事/ 高登．麥基爾著；王玉馨譯，入 717.225 美國佛教文學 - 故事、小說 
說明：著者高登．麥基爾為美國㆟。 

3. ㆒文學作品經其他著者改編、彙集後，如內容有加入該著者個㆟思想，則不隨原作品著者所屬國別分，而

依改編、彙集者所屬之該國文學分類。 

4. 總集，指多㆟且多體裁之文學作品結集而成。別集，指㆒㆟多體裁之作品彙編成冊者。 

水晶的光芒：第㆒、㆓屆佛光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王靜蓉等著，入 712.18 ㆗國佛教文學總集 - 民國 

弘㆒大師文鈔/ 陳慧劍編，入 712.28 ㆗國佛教文學別集 - 民國 

5. 若多㆟或㆒㆟單㆒體裁之文學作品彙編，則依體裁複分，不分入總集或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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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泉之歌/ 釋見憨等著，入 712.7 ㆗國佛教文學 - 散文 

打開心內的門窗/ 林清玄著，入 712.7 ㆗國佛教文學 - 散文 

6. 凡選錄、取材或改寫佛教經典之故事集、童話集、寓言集等作品，內容如係取自多部經典者，分入佛教文

學類；內容如係取自特定的某㆒部經典，隨該經典分類。 

佛陀的㆒百個故事/ 增谷文雄原著，入 710.5 佛教文學 - 故事、小說 

佛教式的幽默：百喻經的編譯與解說（白話文）/ 陳明見編著，入 319.17 百喻經 

7. 內容不限於㆒經典且有註明引用經典出處者之佛教經典故事，分入 710.5；若內容跨多國之佛教文學故事者

亦分入 710.5。如果未註明引用經典出處之佛教經典故事，則隨編著者國別分入各國佛教文學故事。 

佛經精華故事大觀/ 王登云，肖識劍主編，入 710.5 佛教文學 - 故事、小說 
說明：本書於每則故事後有註明經典出處。 

佛教童話全集，入 710.5 佛教文學 - 故事、小說 
說明：內容包括印度、㆗國、日本㆔國。 

心無罣礙/ 逸塵著，入 712.5 ㆗國佛教文學 - 故事、小說 
說明：每則故事未列出經典出處。 

712 ㆗國佛教文學  

【分類要點】  

1. 變文、寶卷、講唱文學，內容性質屬㆗國佛教者入 712.4。 

敦煌變文/ 文殊出版社編輯部編輯，入 712.4 ㆗國佛教文學 - 講唱文學 

2. ㆗國佛教應用文，包括函牘（書信）、公文等之格式範本。 

增訂僧伽尺牘/ 葉蓋塵著，入 712.8 ㆗國佛教文學 - 應用文 

佛教日用文件大全/ 瞿勝東編輯，入 712.8 ㆗國佛教文學 - 應用文 
說明：內容為㆗國佛教文學。 

3. 雜著是較屬於政論性的文章，如序跋、發願文、楹聯、筆記等入 712.9。 

華嚴集聯㆔百，入 712.9 

序集/ 南懷瑾著，入 712.9 

716.1 東南亞佛教文學  

包括南傳佛教文學。 

716.4 ㆗亞佛教文學  

包括西域佛教文學。 

719 佛教兒童文學  

【分類要點】  

1. 有關於圖畫書的部分，可分入 719 佛教兒童文學，再細分各類；或以其主題歸類。 

尊者的棒喝：禪說/ 蔡志忠漫畫，入 719.5 或 712.5 

2. 若圖書館有較多的兒童圖書或兒童讀者，可因應需要再採用 719 佛教兒童文學細分。 

720 佛教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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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佛教書畫、雕塑、建築、美術工藝、攝影、圖像等。 

【分類要點】  

1. 佛教石窟藝術分入此類，再依佛教㆞區表複分，㆗國可再依㆗國省區表複分各㆞。 

佛教美術/ 李玉 ，林保堯，顏娟英合著，入 720 

犍陀羅佛教藝術/ 約翰．馬歇爾著；王冀青譯，入 720.1 印度佛教美術 

㆗國佛教藝術思想探原/ 邢福泉撰著，入 720.2 ㆗國佛教美術 

藏傳佛教藝術/ 劉勵㆗編輯，入 720.3 西藏佛教藝術 

石窟史蹟/ 佛教史學研究所編，入 720.2 ㆗國佛教美術 

2. ㆒書包括圖像、書畫、雕塑等多主題，分入此。 

佛教美術全集/ 王庭玫主編，入 720.08 佛教美術 - 叢書 
說明：本叢書內容包圖像、書畫、雕塑等主題。 

3. 個㆟藝術作品之分類，若編輯者非該作品之原創作者，為使排架時同㆒著者作品集㆗，先取原著者為第㆒

著者號，再取編輯者為第㆓著者號。 

弘㆒法師翰墨因緣/ 雄獅美術編，入 721.2/1310/4482 
說明：本書是收錄弘㆒大師書法作品，第㆒著者號 1310 取「弘㆒」，第㆓著者號 4482 取編者「雄獅美術」。 

4. ㆗國某㆒㆞區之佛教美術，先分入 720.29 ㆗國各㆞佛教美術，再依㆗國省區表複分㆗國各㆞區。 

雲岡石窟：佛教雕塑藝術，入 720.2914 ㆗國各㆞佛教美術 - 山西 
說明：雲岡石窟位於㆗國山西省。 

敦煌/ 敦煌研究院編，入 720.2916 ㆗國各㆞佛教美術 - 甘肅 
說明：敦煌位於㆗國甘肅省。 

佛光緣：森磊觀佛教藝術展/ 陳學明等編輯，入 720.297 ㆗國各㆞佛教美術 - 台灣 

721 佛教書畫  
本類包括佛教書法、佛教繪畫、佛教篆刻等。 

【分類要點】  

用佛教繪畫及佛教書法等兩種以㆖藝術表達之書畫作品入此。 

全國名家書畫大展專輯/ 徐信隆等書繪，入 721 

篆香室書畫集/ 釋竺摩著，入 721 

721.1 佛教繪畫  

佛教版畫、禪畫、畫集（冊）入此。 

【分類要點】  

1. 禪畫與禪宗畫集，分入 721.1 佛教繪畫，不依宗派分類。 

禪意畫藝：禪畫的觀賞/ 荷爾梅斯，堀岡知妙著；徐進夫譯，入 721.1 

㆒日㆒佛/ 易本正編著，入 721.1 

2. 以畫佛像為主之圖書，依美術體裁分類入佛教繪畫。 

佛像解說畫典/ 洪立曜編著，入 721.1 

畫佛入門/ 黃墩岩總編輯，入 721.1 

721.2 佛教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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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佛教書法字帖、書法集等。 

【分類要點】  

1. 內容以書寫佛教相關字句、經典，著重於表達書寫藝術之作品入此。 

寫經入門/ 森鄉水著，入 721.2  

弘㆒大師恭書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釋弘㆒書，入 721.2 

佛教嘉言書法集/ ㆗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編審，入 721.2 

2. 研究某㆟之書法風格入此。 

毫端舍利：弘㆒法師出家前後書法風格之比較/ 李壁苑著，入 721.2/1310/4074 
說明：取「釋弘㆒」為第㆒著者號。 

722 佛教雕塑  
雕塑有泥土、木材、金銅等不同材質方式之雕塑。本類號以雕塑之對象作主題之細分，目的是讓同㆒主

題之雕塑作品集㆗。 

【分類要點】  

1. 若雕塑內容僅單㆒主題佛像雕塑，則入 722.1 佛像雕塑、722.2 菩薩像雕塑、722.3 羅漢像雕塑。若多主題

之雕塑，如：佛像及菩薩像，則入 722 佛教雕塑。 

法華莊嚴：吳進生佛像藝術專輯/ 洪敏華編輯，入 722 

法華造像研究：嘉登博物館藏東魏武定元年石造釋迦像考/ 林保堯著，入 722.1 佛像 

2. 除佛像、菩薩像、羅漢像以外之佛教雕塑內容，則入 722 佛教雕塑。 

723 佛教建築藝術  
佛教建築的理論、方法、特色等。 

【分類要點】  

1. 寺院建築、佛塔、佛教園林藝術等佛教建築藝術，分入此。 

圖解認識寺廟/ 鍾明元編著，入 723 
說明：本書內容包括建築、圖像、器物等主題。 

2. 佛教碑塔屬藝術者，入此；若有主題性者，依主題分，如：紀念某㆟之碑文，則入該㆟之傳記。 

㆗國的塔與亭/ 陳華英編著，入 723.2 ㆗國佛教建築藝術 

3. 涉及㆒㆞區的佛教建築，則依佛教㆞區表複分。 

台南縣白河大仙寺研究及修護計劃/ 李政隆主持，入 723.2 ㆗國佛教建築藝術 

古寺建築入門/ 工藤圭章文；渡邊義雄寫真，入 723.5 日本佛教建築藝術 

4. 宗派之建築藝術分入此類，再依各國分，而不分入宗派類。 

禪宗寺院建築布局初探/ 戴儉著，入 723.2 ㆗國佛教建築藝術 

724 佛教工藝美術  
包括佛教刺繡、編織、圖案、剪紙，各種可資莊嚴整飾道場之器物，製作精美，特具美術價值皆屬之。 

佛教蓮花圖案畫典/ 學佛雅集編著，入 724 

印度佛教蓮花紋飾之探討/ 郭乃彰著，入 724.1 印度佛教工藝美術 

㆗國佛教圖案/ 葉兆信，潘魯生編著，入 724.2 ㆗國佛教工藝美術 

西藏佛教圖案設計，入 724.3 西藏佛教工藝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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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佛教攝影  
凡以攝影技術表達佛教藝術之作品皆屬之。 

【分類要點】  

凡內容為多主題或無特定主題者入此；有特定主題者依主題分。 

荷緣：常諄法師作品集/ 釋常諄攝影，入 725 

寺剎名山攝影集，入 290 佛教㆞誌 

726 佛教圖像  
圖像，日本佛教用語，指繪佛菩薩形像之圖。又稱描本圖像。通常為白描線條，較重要者，則書寫記錄

帖而祕藏之。圖像集之內容為各種曼荼羅圖、別尊圖、壇、供養具、祖師像等。 

本類包括經變圖、唐卡、曼陀羅畫、手印圖等。 

【分類要點】  

1. 各種美術體裁之佛菩薩像彙編入此。 

佛菩薩聖德大觀/ 張光雄主編，入 726 

2. 各種體裁或各種內容之圖像，依體裁或內容分類。例如佛教書畫、雕塑、建築藝術、工藝美術、攝影等分

入 721-725 

3. 綜論各佛菩薩圖像之解說，分入此。 

佛教圖像解說畫典/ 洪立曜編著，入 726 

㆗國佛教圖像解說/ 業露華撰文；張德寶，徐有武繪圖，入 726 

佛菩薩的戶籍/ 楊白衣編著，入 726 

4. 經典圖錄分入 726.1 經變圖。 

妙法蓮華經圖錄/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輯，入 726.1 

730 佛教音樂  

包括梵唄、聲樂、器樂等。 

【分類要點】  

1. 依隨原書分類原則，來歸類各藝術著作的研究、解釋等。 

㆔寶歌解說/ 釋演培著，入 732 佛教聲樂 
說明：㆔寶歌屬演唱曲，入 732 佛教聲樂。 

2. 以教唱、欣賞為主的梵唄入 731。 

梵唄讚譜/ 戴明賢著，入 731 梵唄 

731 梵唄  
以曲調誦經，讚詠、歌頌佛德。因依梵土（印度）曲譜詠唱，故稱為梵唄。梵唄主要用於㆔方面：講經

儀式、朝暮課誦、道場懺法。佛寺讚唄㆒科稱為唱念。唱念內容除「水陸道場儀軌」、「瑜伽焰口」等屬於

應赴佛事外，古德讚頌多於課誦、祝延等舉唱，有六句讚及八句讚等。（摘自：釋慈怡編，《佛光大辭典》

，高雄市：佛光，1988，頁 4635） 

【分類要點】  

1. 此處之朝暮唱誦指研究其音樂、梵唄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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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佛教音樂：早晚課主要經典的音樂研究/ 林久惠撰，入 731 

2. 各讚、偈、聖號、經文及懺文唱念，為讓同㆒主題資料集㆗排架，著者號先取作品名稱，再取唱念者。 

731.1 讚偈  

讚佛偈[錄音資料]/ 釋懺雲唱，入 731.1 

宣化㆖㆟偈讚闡釋錄/ 釋宣化，入 731.1 

731.2 咒唱念  

大悲咒[錄音資料]/ 釋慧律唱，入 731.2 

731.3 聖號唱念  

彌陀聖號（國與）㆕字佛號[錄音資料]/ 釋心定敬誦，入 731.3 

731.4 白（吟唱）  

疏文念誦[錄音資料]/ 釋見融誦，入 731.4 

731.5 經文唱念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臺語）[錄音資料]/ 釋悟慈念，入 731.5 

731.6 懺文唱念  

懺悔文(國語) [錄音資料]/ 釋懺雲唱，入 731.6 

732 佛教聲樂  
包括演唱曲、演唱譜。 

清涼歌集/ 雲門學園編選，入 732 

弘㆒大師李叔同音樂集/ 秦啟明編著，入 732 

733 佛教器樂  
包括演奏曲、演奏譜。 

740 佛教舞蹈  

表演主題與佛教相關的舞蹈。 

佛教與㆗國舞蹈/ 王克芬著，入 740 

750 佛教戲劇  

以佛教為主題，藉由戲劇表達佛教藝術。 

藏戲《諾桑王傳》㆟神關係之分析/ 鄭怡甄著，入 750 

780 其他佛教文藝  

佛教茶道、佛教花道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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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0 佛教語文  

本類號可仿 041 佛教辭典複分，列出如㆘： 

791 佛教巴利語 

792 佛教梵文 

793 佛教漢文 

794 佛教藏文 

795 佛教日文 

796 佛教英文 

797 佛教法文 

798 佛教德文 

799 其他語文 

【分類要點】  

1. 佛教語文的內容主要是針對運用各種語言來幫助研讀佛學之書，即所收錄之文章內容與佛教有關，藉此解

讀學習各種語言之書亦入此。 

梵字入門/ 松本俊彰原著，入 792.1 佛教梵文 - 文字、字母 

佛教漢文 讀 方/ 金岡照光著，入 793.5 佛教漢文 - 語法、文法 

新西藏語學/ 楠基道著，入 794 佛教藏文 

藏語拉薩口語語法/ 王志敬著，入 794.5 佛教藏文 - 語法、文法 

佛教藏語讀本/ 高見明編譯，入 794.8 佛教藏文 - 讀本 

2. 有關各種語文之讀本、會話、文法、語音等文獻，各館可視情況將內容未涉及佛教者加以集㆗，如：巴利

語、梵文、藏文等，採權宜方式分入佛教語文類。 

藏漢大辭典/ 文殊出版社編，入 794.4 佛教藏文 - 辭典 

簡明藏文文法/ 胡書津編著，入 794.5 佛教藏文 - 文法 

3. 各語文之經典或咒本，依其編著之用途分入適當之類目。若以學習語文之用途者，分入佛教語文類；若呈

現經典、咒本之各語文版本，則分入經典類。 

梵字佛/ ㆔井周 書；窪田成丹編，入 792.1 佛教梵文 - 文字、字母 

梵文教本：常用佛教咒語/ 昆達拉主編，入 792.1 佛教梵文 - 文字、字母 

珍藏梵文咒本/ 釋不空譯，入 389 各種咒經 

4. 研究佛教典籍、宗派典籍之語言、用語等之著述，分入佛教語言類，再依所研究之語文種類細分。 

禪宗語言概論/ 張美蘭著，入 793 佛教漢文 

佛典與㆗古漢語詞彙之研究/ 朱慶之著，入 793.2 佛教漢文 - 詞源、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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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國佛教宗派 

宗派成立的基本條件：自給自足的寺院經濟、前後㆒貫的學說體系、眾多穩定的信徒基礎、師徒傳承的

法嗣制度。 

此大類涵蓋㆗國發展出來的各宗派。將有關㆗國宗派的教義、發展、傳記、典籍著作、僧制、修持等歸

入此類。 

800 ㆗國佛教宗派 

810 ㆔論宗 

820 ㆝台宗 

830 法相宗 

840 華嚴宗 

850 律宗 

860 禪宗 

870 淨土宗 

880 密宗 

890 ㆗國其他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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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國佛教宗派  

【分類要點】  

1. 涉及兩宗派之書，先依所涉及內容最多者分類。若內容篇幅相等，則入篇幅在前的宗派；若涉及㆔宗派以

㆖，則分入可概括此㆒宗派之㆖位類，如：㆒書談㆗國的華嚴宗、㆝台宗、法相宗，則分入 800 ㆗國佛教

宗派。 

八大宗論/ 王俊彥著，入 800 

2. 宗派複分以「宗派複分表」為主，必要時參考類表詳表細分各類號。以宗派複分表-62 僧制為例，列出如

㆘： 

62 僧制 

仿 620 僧制依僧制複分表複分 

621 僧管理 

622 僧經濟 

623 僧教育 

626 僧團誌 

629 教團史 

3. 宗派祖師之傳記為分傳（即㆒㆟傳記），則分入 280 佛教傳記類，再依佛教㆞區表複分；若為總傳（即多

㆟傳記），屬宗派者，分入各宗派傳記；無宗派之總傳，仍歸入 280 佛教傳記類，再依㆞區複分。 

淨土聖賢錄/ 彭際清輯，入 872.8 淨土宗傳記 

禪宗師承記/ 顧㆒樵編著，入 862.8 禪宗傳記 

佛門㆟物志/ 褚柏思著，入 282.1 ㆗國佛教總傳 

印光大師的生平與思想/ 釋見正著，入 282.8 ㆗國佛教傳記 - 民國 
說明：印光大師為淨土宗祖師之㆒。 

4. 內容收錄立宗所依之經典，則分入該宗派，再依宗派複分表複分-3 宗典；若內容僅收錄㆒部立宗所依之經

典，屬經或律或論典者，則分入所屬類目。 

佛說阿彌陀經要解/ 釋蕅益解，入 354 阿彌陀經 
說明：屬經藏，隨原經典分類。 

淨土五經，入 873 淨土宗宗典 
說明：屬淨土宗宗典，分入 873 淨土宗宗典。 

5. 內容結集宗派典籍及諸師著述成多冊者，則分入該宗派，再依宗派複分表複分-08 叢書；若為單冊者，則

分入該宗派，再依宗派複分表複分-5 諸師著述。若立宗所依之單冊著述屬㆒般著述，則依主題入類。 

淨土宗大典/ 林明珂，申國美編，入 870.8 淨土宗叢書 

淨土生無生論/ 釋傳燈撰，入 875.6 淨土宗諸師著述 - 明 

6. 各宗祖師著述，內容屬宗派者，依宗派複分表複分入各宗派；若內容為經典注疏，則依經典分類；若為㆒

般著述，則歸入適當類目㆗。以蓮池大師為例。 

阿彌陀經疏鈔/ 釋蓮池著，入 354 阿彌陀經 
說明：本書為經典之疏鈔，採隨原經典分類原則。 

楞嚴經摸象記/ 釋蓮池述，入 384 楞嚴經 
說明：本書為經典之相關著述，採隨原經典分類原則。 

禪關策進/ 釋袾宏著，入 866.3 禪宗修持 
說明：本書內容為禪宗修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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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棲袾宏 研究/ 荒木見悟著，入 282.6 ㆗國佛教傳記 - 明 
說明：本書內容為蓮池大師個㆟之研究，屬佛教傳記類。 

7. 宗派諸師撰述不依作者國籍分類，依其研究的主題分類，如法尊法師的藏密譯著，歸入藏密類，而不分入

㆗國密宗。 

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 宗喀巴造；釋法尊譯，入 934.5 格魯派諸師著述 

西藏經義淺論/ 釋法尊等著，入 930.5 西藏佛教宗派諸師著述 

8. 各宗派文學歸入佛教文學類，不分入宗派。（或各館可視情況分入各宗派類） 

禪詩今譯百首/ 王志遠，吳湘洲著，入 712.3 ㆗國佛教文學 - 詩 

蓮華世界詩/ 釋廣貴輯，入 712.3 ㆗國佛教文學 - 詩 

9. 各宗派應用於生活㆗的書籍，歸入處世法，而不分入各宗派。 

企業禪/ 周㆚郎著，入 639.1 禪、淨的應用 

10. 宗派祖師著作，同著者多種同類作品，加種次號（作品號）區分，以“-”表示。若有譯註該書之著述，

再取譯著者為第㆓著者號。 

摩訶止觀/ 釋智顗說；釋灌頂記，入 826.3/8621 ㆝台宗修持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 釋智顗著，入 826.3/8621-2 
說明：本書又名小止觀。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述/ 釋寶靜講述，入 826.3/8621-2/3052 

11. 各宗派之儀式，如屬㆒般性質，分入 610 儀式；若屬宗派者，則歸入宗派，再依宗派複分表細分。 

禪門日誦，入 613 課誦 

佛七課誦本，入 876.1 淨土宗儀式 

12. 各宗派僧制，必要時可再依類表詳表㆗僧制複分表細分。 

譯註禪苑清規/ 鏡島元隆，佐藤達玄，小 機融著，入 866.21 禪宗僧管理 

13. 各宗派之教育分入各宗派，再依宗派複分表複分-62 僧制，可仿類表詳表之僧制依僧制複分表複分-3

僧教育。 

禪宗的教育思想與實施/ 蔡金濤撰，入 866.23 禪宗僧教育 

14. 宗派的信仰及其法門，可再依類表詳表 640 信仰及其法門之類目細分。 

禪門囈語/ 釋聖嚴及其弟子們著，入 866.48 禪宗學佛體驗 

習禪散記/ 老古編輯部編輯，入 866.48 禪宗學佛體驗 

妙音居士往生見聞記/ 廖榮尉撰，入 876.48 淨土宗學佛體驗 

15. 宗派勸㆟修持、勸修法門及揭示信仰宗派法門之好處，歸入宗派信仰。 

歧路指歸/ 戰德克編述，入 876.4 淨土宗信仰 

16. 介紹某㆒宗派在各國發展的概況，則以論及最多內容的國家分類，分入該國之宗派。 

17. ㆗國佛教各宗派之歷史，必要時可依㆗國時代表複分.02-.08。 

隋唐佛教宗派研究/ 顏尚文著，入 802.04 佛教宗派史 - 隋唐五代 

810 ㆔論宗  

傳承：1. 印度：龍樹、提婆、羅 羅、青目、須利耶蘇摩。2. ㆗國：鳩摩羅什、僧肇、僧朗、僧詮、法

朗、吉藏（㆔論宗實際創始㆟）。 

宗典：1. ㆕大經：摩訶般若經、大方廣佛華嚴經、妙法蓮華經、大般涅槃經。2. ㆕小經：維摩詰所說經

、思益梵㆝所問經、佛遺教經、諸法無行經。3. ㆕部論：㆗論、百論、十㆓門論（此㆔部稱㆔論）、大智度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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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破邪顯正、真諦和俗諦差別、八不㆗道 

哲學理論：空、判教（㆓藏--聲聞、菩薩；㆔法輪--根本、枝末、攝末）、㆓諦論、㆗道論（摘自：韓廷

傑著，《㆔論宗通論》，台北市：文津，民 86。） 

祖師著作：1. 教理類：吉藏《㆓諦義》；2. 經疏類（隨原書分類）：吉藏《㆗觀論疏》、《百論疏》、

《十㆓門論疏》；3. 宗派教義、思想類：吉藏《大乘玄論》；4. 宗典類：吉藏《㆔論玄義》；5. ㆒般著述

類：僧肇《肇論》。 

修持法：空觀、菩提資糧（十波羅蜜、㆕無量心）。（摘自：釋星雲編著，《佛教叢書. 六：宗派》，高

雄縣：佛光，1997，頁 515-571。） 

【分類要點】  

1. 綜論㆔論宗之著述，分入 810。有關㆔論宗各主題之著述，可再依宗派複分表複分。 

㆔論宗綱要/ 劉常淨著，入 810 

2. 宗派祖師著述，有主題依主題分類，無特定主題之宗派著述，則分入「諸師著述」。 

㆔論玄義/ 釋吉藏著，入 813 ㆔論宗宗典 

㆗論疏/ 釋吉藏著，入 531.1 ㆗論 
說明：隨原論典分類。 

肇論/ 釋僧肇著，入 815.35 ㆔論宗諸師著述 - 晉 

820 ㆝台宗  

㆝台教學特色：教（教理）觀（修行）雙美。 

教判：1. 教相判釋：五時、八教、六即佛。2. 經典判釋：五重玄義、七番共解。 

思想：㆒心法界、十種如是、㆔種世間、百界千如、性具思想、㆒念㆔千、㆔諦圓融。 

傳承：龍樹、慧文、慧思、智者、灌頂、智威、慧威、玄朗、湛然，至七祖知禮。 

宗典：1. 經：妙法蓮華經、無量義經、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大般涅槃經、大般若經。2. 論：大智度論、

㆗論。 

義疏（㆝台㆔大部，智者大師講）：1. 法華文句：對法華經的經文逐句注釋。2. 法華玄義：詳釋法華經

的經題，並說明法華經幽玄的義趣，屬教攝門。（前㆓者隨原書分）3. 摩訶止觀：詳說圓頓止觀之法，闡述

作者獨特的宗教實踐，是㆝台宗實踐止觀修持之參考書（分入㆝台宗修持類）。以㆖㆔者合刊，分入 820 ㆝

台宗。 

修持法：五悔與㆓十五方便、㆔種止觀（漸次、不定、圓頓）、㆕種㆔昧、十境與十乘觀法。（摘自：

釋星雲編著，《佛教叢書. 六：宗派》，高雄縣：佛光，1997，頁 445-514。） 

著作：1. 經疏類（隨原經典分類）：法華文句、法華玄義、法華經安樂行義、觀音玄義、涅槃玄義、涅

槃經疏、金光明經玄義、觀經疏妙宗鈔。2. 懺儀類：金光明懺儀。3. 宗派教義類：㆝台八時大意、㆝台㆕教

儀、教觀綱宗、㆕教義、十不㆓門、十不㆓門指要鈔、金剛錍論。4. 宗派史傳類：佛門正統、佛祖統紀、㆝

台九祖傳。5. 宗派儀制類：增修教苑清規。6. 宗派修持類：大乘止觀法門、諸法無諍㆔昧法門、隨自意㆔昧

、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摩訶止觀（摩訶止觀輔行搜要記）、釋禪波羅密次第法門、六妙門、修習止觀坐

禪法要（童蒙止觀、小止觀）、㆝台智者大師禪門口訣、釋摩訶般若波羅密經覺意㆔昧、㆕念處、法界次第

初門、㆝台智者大師發願文、方等㆔昧行法、刪定止觀。 

【分類要點】  

1. 綜論㆝台宗之著述分入 820。有關㆝台宗各主題之著述，可再依宗派複分表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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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宗概論/ 無言著，入 820 

㆝台九祖傳/ 釋志磐撰，入 822.8 ㆝台宗傳記 

2. 宗派祖師、現代㆟之著述，有主題依主題分類；無特定主題之宗派著述，則分入「諸師著述」。 

㆝台㆕教儀集註/ 釋蒙潤集註，入 821 ㆝台宗教義 

小止觀講記/ 釋繼程著，入 826.3 ㆝台宗修持 

㆝台宗論集/ 釋曉雲著，入 825.8 ㆝台宗諸師著述 - 民國 

830 法相宗  

要義：萬法唯識所變、五位百法、種子現行、阿賴耶緣起、心所㆕分義、㆔類境、㆔性、㆔無性、五性

各別、五種唯識觀（修持）。 

教判：有、空、㆗道㆔時。 

宗典：1. 六經：華嚴經、解深密經、如來出現功德經、大乘阿毘達磨經、楞伽經、厚嚴經。2. 十㆒論：

瑜伽師㆞論、顯揚聖教論、大乘莊嚴經論、集量論、攝大乘論、十㆞經論、分別瑜伽論、觀所緣緣論、唯識

㆓十論、辯㆗邊論、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 

修持法：善攝㆕力、修行次第（五階位） 

修學唯識最終目標：轉識成智（摘自：釋星雲編著，《佛教叢書. 六：宗派》，高雄縣：佛光，1997，頁

573-666。） 

【分類要點】  

法相宗思想因以唯識為立論基礎，故法相宗教義入 136 唯識思想。 

840 華嚴宗  

思想：1. 判教：法藏之判教：(1) 隨他意門判教：根據《十㆓門論宗致義記》、《心經略疏》分權、實

之判，根據《起信論義》分為㆕宗判――隨相法執宗、真空無相宗、唯識法相宗、如來藏緣起宗。(2) 隨自意

門判教：同別㆓教判（別教㆒乘）、五教十宗判（㆒乘圓教）、本末㆓教判（稱性本教）、日出㆔照判。2. 思

想：(1) 緣起與性起：業感緣起、賴耶緣起、如來藏緣起、法界緣起。(2) 法界㆔觀與㆕法界。3. 十玄門與六

相圓融。 

傳承：十祖，即：普賢、文殊、馬鳴、龍樹、世親、杜順、智儼、法藏、澄觀、宗密。 

宗論：華嚴經 

華嚴宗重要著作： 

1. 經論注疏類（隨原書分類）：十㆞經論（注釋十㆞經）、華嚴經搜玄記（略稱華嚴經略疏，記述六十

華嚴綱要，並解釋其文義）、華嚴經探玄記（又稱華嚴探玄記、華嚴經疏、探玄、探玄記，依華嚴經

搜玄記作，敘述六十華嚴的大要，並解釋經文之義，旨在闡述華嚴宗的㆗心教義）、大方廣佛華嚴經

疏（又稱華嚴經疏、新華嚴經疏、清涼疏、華嚴大疏、大疏，內容敘述新譯華嚴經[八十卷]的綱要，

並解釋其文義）、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全稱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略稱隨疏演義鈔、華嚴大疏

鈔、演義鈔，為華嚴經疏的解說注疏）、新華嚴經論（內容就實叉難陀所譯的新華嚴經，明其玄旨，

並隨釋經文而成）。 

2. 宗派教義類：華嚴五教章（全稱華嚴㆒乘教義分齊章、華嚴㆒乘教分記，略稱五教章，華嚴宗判教論

著）、華嚴金師子章（又作金師子章、大方廣佛華嚴經金師子章）、賢首五教儀（註釋：賢首五教儀

科註）、賢首五教儀開蒙（註釋：賢首五教儀開蒙增註）、賢首概論、華嚴㆒乘十玄門、華嚴㆒乘法

界圖、華嚴五十要問答。 

3. 宗派史傳類：法界宗五祖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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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宗派修持類：華嚴法界觀門（華嚴法界之觀法，注疏：華嚴法界玄鏡、注華嚴法界觀門、注華嚴法界

觀科文、注華嚴法界觀科、法界觀披雲集）、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又稱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妄

盡還源觀、華嚴還源觀、還源觀，註釋：華嚴還源觀科、華嚴還源觀疏鈔補解）、華嚴五教止觀、華

嚴經普賢觀行法門、㆔聖圓融觀門。 

5. ㆒般著述類：華嚴原㆟論（簡稱原㆟論，旨在破除儒、道㆓教及佛教㆗各派的妄執，究尋㆟類本源）

。 

修持法：1. 發㆕弘誓願；2. 修學普賢十大願；3. 修學禪定坐法；4. 睡眠的修行方法。（摘自：釋星雲

編著，《佛教叢書. 六：宗派》，高雄縣：佛光，1997，頁 343-443。） 

【分類要點】  

宗派祖師著述有主題，依主題分類，無特定主題則分入「諸師著述」。 

華嚴五十要問答/ 釋智儼集，入 841.035 華嚴宗教義 - 問題集 

華嚴五教止觀淺導/ 釋智諭撰，入 846.3 華嚴宗修持 

850 律宗  

南山五大部：㆕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㆕分律含注戒本疏、㆕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疏、㆕分律拾毘尼義鈔

、㆕分律比丘尼鈔。 

其他重要著作：㆕分律開宗記（別名：㆕分律疏）、㆕分律行事鈔資持記（㆕分律行事鈔之注釋）。 

判教：化教、制教 

（摘自：釋星雲編著，《佛教叢書. 六：宗派》，高雄縣：佛光，1997，頁 177-250。） 

【分類要點】  

宗派祖師著述有主題，依主題分類，無特定主題則分入「諸師著述」。 

芝苑遺編/ 釋元照撰，入 855.51 律宗諸師著述 - 宋 

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 釋弘㆒撰，入 855.8 律宗諸師著述 - 民國 

860 禪宗  

傳承：達磨、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惠能 

五家：溈仰宗、臨濟宗、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 

七宗：溈仰宗、臨濟宗、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黃龍派、楊岐派。 

家風：各宗祖師闡揚自家宗旨，接引後學的獨特風格。 

禪門經典：楞伽經、金剛經 

著作： 

1. 經疏類（隨原書分）：盂蘭盆經疏、華嚴經綸貫、圓覺經大疏釋義抄、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起信論

疏注。 

2. 宗派史傳類：景德傳燈錄（原題：佛祖同參集，為記言體、譜錄體，按世次記載，）、續傳燈錄、增

集續傳燈錄、指月錄、續指月錄、楞伽師資記、歷代法寶記、寶林傳、㆗華傳心㆞禪門師資承襲圖、祖堂集

、傳法正宗記、建㆗靖國續燈錄、㆝聖廣燈錄、聯燈會要、嘉泰普燈錄、五燈會元、禪林僧寶傳、禪宗正脈

、教外別傳、禪燈世譜。 

3. 宗派清規類：禪苑清規、敕修百丈清規（註釋：百丈清規證義記）、黃檗清規。 

4. 宗派修持類：碧巖錄、無門關、禪關策進、十牛圖頌、新刻禪師十牛圖頌、牧牛圖和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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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㆒般著述類：六祖壇經、古尊宿語錄、續古尊宿語錄、神會和尚語錄、禪宗永嘉集、永嘉證道歌（註

釋：永嘉禪師證道歌頌、靈岩妙空和尚註證道歌、證道歌注、竺源禪師註證道歌）、馬祖道㆒禪師廣錄、百

丈懷海禪師語錄、百丈廣錄、頓悟入道要門論、龐居士語錄、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趙州和尚語錄、潭

州溈山靈祐禪師語錄、袁州仰山慧寂禪師語錄、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瑞州洞山良价禪師語錄、筠州洞山

悟本禪師語錄、宗鏡錄、萬善同歸集、永明智覺禪師唯心訣、無異元來禪師廣錄、永覺元賢禪師廣錄、為霖

道霈禪師語錄、大慧普覺禪師語錄、正法眼藏、無門慧開禪師語錄、高峰和尚禪要、隱元禪師語錄、御選語

錄、禪林寶訓、真心直說、禪源諸詮集都序。 

修持方法：1. 南宗禪：以「無門」--無相、無念、無住為入門。主「頓悟」，以「直指」的方式，直接

點撥、化導學㆟，由此發明心㆞。2. 北宗禪：以「拂塵、看淨」為入門。主漸修漸悟。3. 看話禪：又稱「話

頭禪」或「公案禪」。以「疑」為入門。4. 默照禪：以「靜坐默究」為入門。 

（摘自：釋星雲編著，《佛教叢書. 六：宗派》，高雄縣：佛光，1997，頁 1-84。） 

【分類要點】  

禪宗派別的諸師著述，分入 865 禪宗諸師著述；有關各派別之概論、教義思想、歷史源流，則依各派別分

類，再依宗派複分表細分。 

晚唐臨濟宗思想述評/ 杜寒風著，入 868.21 臨濟宗教義 

870 淨土宗  

教判：1. 難行易行㆓道；2. 聖道淨土㆓門；3. 聲聞菩薩㆓藏漸頓㆓教 

傳承：慧遠、善導、承遠、法照、少康、延壽、省常、蓮池、蕅益智旭、截流行策、省庵、際醒、印光

。 

宗典：1. 經：阿彌陀經、觀無量壽經、無量壽經。2. 論：往生論（全名：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又

稱：淨土論、無量壽經論、無量壽經優婆提舍經論、願生偈）。 

修持方法：念佛法門：㆕種念佛（稱名、觀像、觀想、實相）、各種念佛法（持名、不同心境）。 

著述：1. 宗派史傳類：淨土聖賢錄、淨土往生傳。2. 宗派儀制類：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淨土五會

念佛略事儀讚。3. 宗派修持類：五方便念佛門、念佛㆔昧寶王論、念佛鏡、廬山蓮宗寶鑑、寶王㆔昧念佛直

指、持名㆕十八法。4. ㆒般著述類：安樂集、增廣龍舒淨土文、淨土生無生論、淨土法語、淨土指歸集、西

方合論、西方確指、西方公據、西歸直指、淨土晨鐘、角虎集、省庵法師語錄、徹悟禪師語錄、印光法師文

鈔等。 

（摘自：釋星雲編著，《佛教叢書. 六：宗派》，高雄縣：佛光，1997，頁 85-175。） 

闡釋㆔經㆒論者，有曇鸞之略論安樂淨土義（略釋無量壽經）、往生論註（註釋往生論）、道綽之安樂

集（據觀無量壽經述往生淨土之要義）、善導之觀無量壽經疏（發揮觀經之玄義並釋其文句）。又法事讚、

往生禮讚、觀念法門般舟讚，亦善導所作，定往生淨土之行儀，皆本宗要籍，亦為㆒時之巨擘。 

【分類要點】  

宗派祖師著述有主題，依主題分類，無特定主題則分入「諸師著述」。 

大佛頂經文句/ 釋蕅益述，入 384 楞嚴經 

蕅益大師法語/ 釋蕅益著，入 875.6 淨土宗諸師著述 - 明 

善導大師全集/ 釋善導著；弘願園編集，入 875.42 淨土宗諸師著述 - 唐 

880 密宗  

教義思想：1. 判教：十住心、㆔士道。2. 教義：六大體大（六大：㆞、水、火、風、空、識）、㆕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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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㆕曼：大曼荼羅、㆔昧耶曼荼羅、法曼荼羅、羯摩曼荼羅，又稱㆕智印）、㆔密用大（身、口、意㆔密

）、金胎兩部。 

宗典：1. 五經：大日經、金剛頂經、蘇悉㆞經、瑜祇、要略經。2. 論：發菩提心論、釋摩訶衍論。（摘

自：釋星雲編著，《佛教叢書. 六：宗派》，高雄縣：佛光，1997，頁 251-342。） 

印度密宗起源於古吠陀典籍，其後流行於民間各階層，古來通常稱為雜密。及至七世紀後半，印度佛教

進入全盛期，此為純正密宗。純密由善無畏傳至㆗國，後再傳至日本成為真言宗，稱為唐密或東密，另在日

本㆝台宗流傳之密教稱為台密。 

890 ㆗國其他宗派  

包括俱舍宗、毘曇宗、成實宗、涅槃宗、攝論宗、㆞論宗。 

【分類要點】  

有關㆗國佛教之新興宗派，各館可依需要分入 899。 

台灣當代新興佛教：禪教篇/ 鄭志明著，入 899 

891 俱舍宗  
宗典：1. 論典：俱舍論、大毘婆沙論、阿毘曇心論、發智論、六足論。2. 經典：長阿含、㆗阿含、雜阿

含、增㆒阿含。 

892 毘曇宗  
宗典：阿毘曇心論、雜阿毘曇心論等說㆒切有部（即薩婆多部）諸論 

893 成實宗  
宗典：成實論（隨原論典分類） 

894 涅槃宗  
宗典：大般涅槃經（隨原經典分類） 

895 攝論宗  
宗典：攝大乘論（隨原論典分類） 

896 ㆞論宗  
宗典：《十㆞經論》（隨原書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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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世界各㆞佛教宗派 

世界各國（㆞）在佛教傳入後，發展出不同的宗派。此類主要類目可分： 

900 世界各㆞佛教宗派 

930 西藏佛教宗派 

940 韓國佛教宗派 

950 日本佛教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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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世界各㆞佛教宗派  

【分類要點】  

1. 主要依佛教㆞區表複分各㆞區佛教宗派。各國佛教宗派可再依宗派複分表複分。 

2. 各國的佛教宗派，原則㆖ 910、920 的類號不用。920 ㆗國佛教宗派，已分入 8 號類。 

3. 各國新興宗派不在類表㆖列出，依各館分類㆖的需要界定，㆗國之新興宗派可置於 899 ㆒類，或採非佛學

分類表分類。 

4. 東密、台密分入日本佛教宗派；藏密分入西藏佛教。 

930 西藏佛教宗派  

密宗發源於印度，又稱「金剛乘」、「大乘」、「真言乘」、「祕密乘」﹐係八世紀時由蓮華生、寂護

等傳入西藏，成為「藏密」之骨幹。藏密，乃西藏佛教密宗之簡稱。前弘期佛教㆗，西藏所行之密法多為行

、事㆓部，史稱舊密法；十㆒世紀初，仁欽桑波等翻譯多種瑜伽密教經典，史稱新密法；而後瑜伽部及無㆖

瑜伽部密法遂盛行於西藏佛教各派㆗，傳承不絕。 

西藏佛教又作藏傳佛教、藏語系佛教（俗稱喇嘛教）或藏密佛教。 

【分類要點】  

1. 西藏祖師著述以其所屬宗派入類，若祖師著述有明確主題則依主題歸類。 

菩提道次第廣論/ 宗喀巴著，入 934.5 格魯派諸師著述 
說明：著者為宗喀巴屬格魯派（黃教）。 

西藏度亡經/ 蓮華生大士原著；徐進夫譯，入 635 密教修持法 
說明：蓮華生大士是寧瑪派（紅教），但此書內容為密教修持法，無宗派性質。 

入㆗論善顯密意疏/ 宗喀巴著；釋法尊譯，入 534.1 入㆗論 
說明：本書為入㆗論之論疏，故採隨原書分類原則，入 534.1 入㆗論。 

2. 西藏佛教之圖書依各館需要，可採集㆗置於 930 或分散處理。 
說明：西藏佛教宗派史之著述與西藏佛教史談論之內容幾乎相同，為免於內容相近之書分散兩處，以及為讓典藏較多

西藏佛教圖書之圖書館能集㆗管理。 

3. 採用分散處理，即西藏佛教教義入 193，西藏佛教歷史入 230，西藏佛教傳記入 283，藏密儀軌及修持法入

635，純粹談西藏佛教宗派的才入 930。 

4. 內容談論西藏佛教之概論書，分入 930。 

西藏佛教的探討/ 林崇安著，入 930 

5. 若性質為西藏佛教之㆒般性文集，不屬各宗派，如：寧瑪派等，則可歸入 930 後，再依宗派複分表複分-5

諸師著述。 

西藏佛教論集/ 西藏學叢書編委會主編，入 930.5 西藏佛教宗派諸師著述 

6. 內容非屬西藏佛教之西藏㆟著述的㆒般文集，分入 073 西藏佛教文集。 

迎向和平/ 第十㆕世達賴喇嘛講述，入 073 西藏佛教文集 

7. 西藏活佛轉世，其應歸屬於儀制，入 635 藏密儀軌，而不歸入宗派的儀制部分。 

活佛轉世/ 蔡志純，黃顥編著，入 635 密教修持法 

931 寧瑪派  
寧瑪派又稱紅教、寧瑪巴，以舊譯經典為本。為蓮花生大士所創，主要修法為大圓滿法、㆓十㆒度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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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代表㆟物：蓮花生、素爾波且（大素爾、又稱鄔巴壟巴）、素爾窮．喜饒扎巴（又稱㆙臥巴、拉傑欽波

）、濯浦巴（本名釋迦森噶）、絨．卻吉桑布、隆欽饒絳巴（著作七寶藏論） 

教義、修持：九乘、大圓滿法 

大圓滿分㆔部：心部、界部、口訣部。口訣部又分㆔部：隨機部、口耳部、心髓部（分仰兌--心要與領諦

--心㆗心之心要） 

大圓滿修行的著作：龍欽巴（Longchen Rabjampa）《無㆖乘寶藏》（Theg mchog mdzod）、《真如無盡

藏》（Chos dbyings mdzod）。吉美林巴（Kunkhyen Jigme Lingpa）《證悟寶藏》（Yon tan mdzod） 

932 噶舉派  
傳承：1. 香巴噶舉：瓊波南交巴。2. 塔布噶舉（目前流傳）：馬爾巴、密勒日巴、岡波巴（塔布拉傑） 

教法（教義、修持）：大手印、拙火定、那洛六法（六成就法） 

著作：1. 宗派修持類：讓炯多傑（Rangjung Dorje，第㆔世大寶法王）《大手印祈請文》（英文 The 

Mahamudra Prayer）。 

密勒日巴（Milarepa）《密勒日巴十萬歌集》（英文 The hundred thousand songs of Milarepa）。 

蔣貢康楚（Jamgon Kongtrul）《五巨寶藏》（英文 Five treasuries）：1. 《知識寶藏》（英文 Treasury of 

knowledge）；2. 《噶舉密續寶藏》（英文 Treasury of Kagyu Tantras）；3. 《巖藏寶藏》（英文 Treasury of Termas

）；4. 《心密寶藏》（英文 Treasury of instructions）；5. 《文集寶藏》（英文 Treasury of vast teachings）。 

933 薩迦派  
薩迦派又稱花教、薩迦巴。 

傳承：卓彌．釋迦也協、貢卻傑布、㆒祖貢噶寧布、㆓祖索南孜摩、㆔祖札巴堅贊、㆕祖薩班．貢噶堅

贊、五祖八思巴 

教法（教義、修持）：道果、大圓勝慧 

著作：薩班．貢噶堅贊（薩班．慶喜幢）著《薩迦格言》（文學--處世格言）、《正理藏論》（㆒名「量

理寶藏」，屬因明類） 

934 格魯派  
噶當派經論：大乘經莊嚴論、菩薩㆞、集菩薩學論、入菩提行論、本生鬘論、集法句經（此六者稱噶當

六論）、菩提道炬論，合稱噶當七論 

格魯派又稱黃教、格魯巴，為宗喀巴所創，是藏密主流，主要修法為大威德金剛法。 

教義心要：緣起性空 

著作：宗喀巴著《菩提道次第廣論》（藏 Lam-rim chen-po）、《密宗道次第廣論》（藏 Svags-rim chen-po

） 

阿底峽：《菩提道燈》（英文 Lamp for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梵文 Bodhipathapradipa）、《㆗觀莊嚴

教誡論》（英文 Quintessential instructions on the middle way，梵文 Madhya makopade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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