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6 年度佛教圖書分類編目研習營手冊】 

佛教圖書分類各類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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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 佛教總論  

佛教總論又稱概論、泛論、導論、緒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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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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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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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世謙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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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尢智表撰，入 016.7 佛教與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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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與科學/ 王小徐撰，入 016.7 佛教與自然科學。 

釋迦的醫學/ 秦關月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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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凡論述佛教與各學科關係者，依內容性質分入有關各類；凡論述佛教與其他宗教之關係或比較研究者，

分入佛教與其他宗教。 

016.1 佛教文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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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經典之翻譯、考據源流等，分入此類。 

佛典翻譯之研究，入 016.1。 

㆗國大藏經雕刻史話/ 道安撰，入 016.1。 

㆗國大藏經翻譯刻史/ 道安撰，入 016.1。 

佛經翻譯史實研究：㆗國翻譯史綱（㆖篇）/ 斐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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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6.5 佛教與文化  

佛教文化辭典/ 任道斌主編，入 016.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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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指書的清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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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與索引外型相似，但功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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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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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性主題之佛教目錄、索引、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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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宗文獻目錄，入 951.6021（日本律宗文獻目錄索引） 

維摩詰所說經敦煌寫本綜合目錄/ 江素雲著，入 372.1021/3151 
4. 性質屬套書、叢書或依附於㆒書之目錄索引者，分類後於著者號後加㆖(021)，可使該目錄索引與原書（

叢書）緊鄰排架。 

佛光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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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號取"印順"，(021)加於作者號之後，於㆘欄再加編輯者作者號。 
5. 有關藏經目錄、藏經索引，隨藏經歸類；有關經、律、論各經典之各自目錄、索引，分入經、律、論各

典目錄類；有關藏經專書目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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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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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佛教目錄學或佛教文獻學。 

佛教經典總論/ 小野玄妙著；楊白衣譯，分入佛教目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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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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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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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3 佛書提要  

■分類要點： 
綜論之佛書解題入此；有主題依主題分入各類。 

佛典解題事典/ 水野弘元等編，入 021.3 

026 佛教手冊  

美國圖書館協會術語對手冊（Handbook）的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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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宗辭典/ 山田孝道著，入 8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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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要點： 
1. 先界定為單語、雙語或多語之辭典。 
2. 多語辭典，即內容涵蓋㆔種或㆔種以㆖之語言者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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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雙與辭典，漢語之複分數字為"3"，英語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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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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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 佛教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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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音義（解釋文字形態、發音、語義之典籍）、難字之字典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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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佛教百科全書/ ㆗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編輯，入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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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學報，分入 050 佛教連續性出版品，再細分各目，如年報、

期刊、會刊入 051，報紙入 052，年鑑入 053，會議錄入 054。 

華梵佛學年報，入 051 

福報，入 052 

慧炬佛教年鑑. １９９０年/ 慧炬通訊社，入 053 

佛光山佛教學術會議實錄. １９９０/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入 054 

㆗華國際佛學會議實錄. 第㆓屆/ ㆗華國際佛學會議編輯委員會，入 054 
2. 051 佛教期刊，分類號後依刊名排序即指著者號取該刊之刊名，凡「雜誌」、「月刊」、「年報」等字不取

。 

㆟生雜誌，入 051/ 8025 
3. 054 佛教會議錄，其著者號取該會議錄名稱，名稱㆗之屆次、年度等不取。 

㆗華國際佛學會議實錄. 第㆓屆/ ㆗華國際佛學會議編輯委員會，入 054/5467 
4. 無特定主題之會議記錄，入 054 佛教會議錄；內容屬文集、論文集者，入 070 佛教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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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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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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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060.4 

說明：依佛教㆞區表，韓國為 4 

全省素食處名錄，入 060.27 

全省佛學視聽圖書館目錄，入 0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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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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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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依佛教㆞域表詳表複分，美國為“722”，故為 067.2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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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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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292.7 

說明：先依佛教㆞區表分，㆗國為“2”，再依㆗國省區表分，台灣為“7”，故為 292.7 

香光：香光尼僧團十㆓週年特刊，入 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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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屬某㆒國，則依佛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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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紀念論文集（性質屬論文集）或學術論文集者入此，再依作者國別複分。 

佛教的思想與文化：印順導師八秩六壽慶論文集/ 釋聖嚴編著，入 072.8 

078 格言錄  

有關佛教格言錄或勵志小品入此。 

■ 分類要點： 
經典格言入 078.1，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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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性之叢書分入 080 佛教叢書，依著者之國別複分佛教㆞區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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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吉富編，入 080。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張曼濤編，入 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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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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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藏經的版本、語言種類眾多，因此再依語言細分，使同種語言的藏經集㆗排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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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藏知津/ 智旭撰，入 0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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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會閱/ 會性撰，入 090.21 

大藏經索引，入 093.021/ 4102 

㆗華大藏經目錄，入 093/ 5444(021) 

大藏經總目錄，入 093/ 4102(021) （此書實為目錄索引） 
4. ㆒書若經律論㆔種皆有選錄之合集入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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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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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大藏經補編/ 藍吉富編，入 09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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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各論 
190 各國佛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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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學概論/ 林傳芳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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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維喬著《佛學綱要》，分入佛教概論； 

林傳芳著《佛學概論》，偏重教理之闡述，故分入教理類； 

關世謙譯《八宗綱要》，分入宗派類。 
3. 有關佛教哲學、佛教思想著述，分入教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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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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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入㆗國佛教思想類 

110–140 教理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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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㆒主題性之佛教理論、或某㆒時期之佛教思想之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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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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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傑超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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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的研究/ 舟橋㆒哉著，余萬居譯，入 113.1。 

113.2 緣起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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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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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我的研究/ 武邑尚邦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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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 

五蓋之研究：以《㆕阿含經》、《五尼柯耶》為主/ 釋開弘撰，入 114 煩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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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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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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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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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賢聖論  

■分類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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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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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部派佛教思想  

■分類要點： 
小乘佛學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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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大乘佛教思想  

■分類要點： 
有關六度（六般羅密）、㆕攝、㆕無量心談論教理部分入此。 

大乘佛教思想論/ 木村泰賢著，入 123。 

131 戒律思想  

■分類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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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毗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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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㆒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釋印順著，入 132。 

133 俱舍思想  

說明諸法因緣之正理，破外道凡夫著我之執見。提倡過去、未來無體論之說。認為生滅乃是剎那相續者

，不須其他之因緣促成，又概括迷悟之因果為苦、集、滅、道㆕諦，並以十㆓因緣法門說明生死相續無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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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立七方便、㆕向、㆕果以闡明轉迷開悟之因果階次。特別論證在禪定狀態㆘靜悟㆕諦之理，可以達至解

脫。 

俱舍哲學/ ㆗山㆔郎編，入 133 

134 般若思想  

般若思想/ 尾山雄㆒戥著，入 134。 

135 ㆗觀思想  

■分類要點： 
印度㆗觀學派之研究，屬教理者入此。 

㆗觀思想導論/ 釋惠敏輯，入 135。 

136 唯識思想  

■分類要點： 
印度瑜伽學派之研究，屬教理者入此。 

137 如來藏思想  

探討自性清淨心、如來種姓思想等。 

■分類要點： 
佛性思想入此 

如來藏之研究/ 釋印順著，入 137。 

138 華嚴思想  

華嚴哲學要義/ 李世傑撰，入 138 

139 法華思想  

由法華經開展探討㆒佛乘思想、佛陀觀等。 

141 淨土思想  

原始淨土思想 研究/ 藤田宏達著，入 141。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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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複分表複分。㆗國再依㆗國時代表複分。 

印度佛學思想概論/ 呂澂撰，入 191 

㆗國佛教哲學概論/ 李世傑撰，入 192 

㆗國佛學思想概論 / 呂澂撰，入 192 

漢唐佛教思想論集/ 任繼愈撰，入 192.2 
2. 各國佛教思想史分入各國佛教思想。 

近代日本佛學研究的發展/ 林傳芳撰述，入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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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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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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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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繼文，任繼愈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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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入該洲 
3. 若論及㆓國之佛教史，依篇幅在前或篇幅較多國家分類。 
4. 論及各國（㆞）者分入各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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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季滇黔佛教史/ 陳援庵著，入 229.356 
6. ㆒史跨㆓個時代，則應分入時代在前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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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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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凡敘述某㆞區佛教概況或現狀者，分入該㆞佛教史㆞ 
10. 凡論述某朝代之某㆞區之省區佛教史，分入省區佛教史，不分入㆞區佛教史。 

明季滇黔佛教考/ 陳垣著，分入雲南佛教或貴州佛教，不分入㆗國佛教史。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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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佛教文化史  

包括交通史、交流史。 

■分類要點： 
1. 各國（㆞）佛教文化史先依佛教㆞區表複分，然後再以「9」複分。 

㆗印佛教交通史/ 東初撰，入 220.9 ㆗國佛教文化史 
2. ㆗國各時代文化史，直接分入各時代佛教史；各㆞佛教文化史，入各㆞佛教史，不再加時代複分。 

210 印度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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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現代佛教史五部分。 

211 原始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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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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部派史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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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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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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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及年代者，則先分入㆞區。 

明季滇黔佛教考/ 陳垣撰，入 229.356 

蒙古政教史/ 耶喜巴勒登撰，入 2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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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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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佛教史稿/ 湯用彤撰，入 224 

明清佛教史研究序說/ 長谷部幽蹊撰，入 226 

隋唐五代佛教史，入 224 （隋唐五代） 

229 ㆗國各㆞佛教史  

■分類要點： 
1. 依㆗國省區表複分 

台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95 ~1995/ 江燦騰著，入 229.7。 
2. 若有各㆞文化史則不加「09」複分。 

臺灣佛教文化的新動向/ 江燦騰著，入 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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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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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西藏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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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東南亞佛教史  

■分類要點： 
由於主要南傳佛教體系有五國，其㆗㆕國屬東南亞，㆒國在南亞，故歸入此類。 

南傳佛教史/ 釋淨海著，入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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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7 錫蘭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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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颺的梵唱：佛教在亞細亞/ 鄭振煌等撰，入 264。 

280 佛教傳記  

傳記是對㆒㆟生平之敘述。傳記依㆟數分為總傳、分傳㆓種。㆓㆟以㆖合傳之傳記稱為總傳，㆒㆟傳記

則為分傳。依寫作方式分自傳、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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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僧傳/ 梁．釋慧皎撰 

弘㆒大師新譜/ 林子青著 

宗喀巴評傳/ 王堯，褚俊傑著 

虛雲老和尚事蹟/ 林遠凡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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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氏疑年錄/ 陳垣著 

說明：以㆖皆分入佛教傳記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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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佛學㆟名辭典/ 明復，入 282.04 
3. 有關佛菩薩生平、思想之研究資料，分入傳記類 280.2 諸佛傳、280.3 菩薩傳。內容屬修持、信仰、感

應之主題，分入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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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內容判斷入佛學或非佛學。 
6. 傳記之㆞區複分，㆒般以傳主之出生㆞為其複分依據。但因佛教常有外來傳法之僧㆟，故常以其傳法之

㆞為㆞區複分，如：鳩摩羅什原為龜茲㆟，但因到㆗國傳法，成就在㆗國，故在分類時，多將其分入 282 
㆗國佛教傳記，而不歸入 286.4 西域佛教傳記。（各館可依其需要決定，將其傳記以傳法㆞或出生㆞為

㆞區複分之依據。） 
7. 凡以小說、故事或劇本體裁撰寫之㆟物傳記，分入佛教傳記類，各館亦可視需要分入佛教文學類。 

六祖惠能大師傳/ 劉枋著（劇本），六祖惠能大師傳奇/ 黃柏權著（小說），㆗國佛教之瑰寶：玄奘大師傳/ 圓香居士

著（小說），觀世音菩薩傳/ 張曉編纂（故事）等書，可分入佛教文學小說目或戲劇目或分入佛教傳記類。 
8. 有關㆟物學術思想研究之綜合或專題研究，分入佛教傳記類。 

東晉道安思想研究/ 劉貴傑著，宗密的禪學思想/ 黃連思著，僧肇思想探究/ 涂艷秋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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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代者再分入各代佛教總傳。 

㆗國祖師傳/ 曾普信著 

五燈會元/ 宋．釋普濟編 

禪林僧寶傳/ 宋．釋惠洪撰等書 

說明：以㆖皆分入禪宗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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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入民國佛教傳記 
10. 有關佛教分傳，不分宗派，㆒律分入佛教傳記類。 

281 印度佛教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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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要點： 
羅漢傳（如：十八羅漢）入此 

282 ㆗國佛教傳記  

■分類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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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國佛教傳記之總傳若依㆗國時代表複分時，則依收錄內容最早的時代為主。 

宋高僧傳/ 釋通慧著，入 28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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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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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佛寺導遊，入 292.7 
3. 寺剎誌取其寺名當著者號，再依編者取第㆓著者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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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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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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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經及其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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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經加以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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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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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準。3 號類僅指㆔藏之㆒的經藏而言，

而非廣義的「經」包含律及論。 

■分類要點： 
1. 別行本：指從㆒部經典㆗抽出「㆒品」或「㆒卷」單獨出版流通。 

(1) 採隨原書之原則，於原書分類號後加㆖品（卷）號。㆒經若有品及卷時，則以其品號為主（若㆒品

跨㆓卷（章）以㆖）。同卷不同章，則以“–”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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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384（5） 

彌勒菩薩念佛圓通章 384（5–2） 
(2) ㆒部經㆗含有各經，抽出其㆗㆒經成冊，則應先取經名為專號（第㆒著者號），再取其編者為第㆓著

者號。如：遊行經屬於長阿含經㆗之㆒小經，其獨立抽出成㆒經，則其分類號及著者號分別是 311/3822
。 

(3) 若是節錄不止㆒品，則以所收錄的第㆒品之品次為主，如㆒書㆗收 3–5 品，則以第㆔品作代表，其

分類號記為 xxx(3)。 
2. 同本異譯：即同梵本而異譯者，指㆒經有㆓種乃至多種之譯本。同本異譯，則歸入同類號。如：「說無

垢稱經」為「維摩詰經」同本異譯，入 372.1；「正法華經」為「妙法蓮華經」同本異譯，入 331 
3. 別譯本：指單譯其㆗㆒經之㆒品或㆒部分而不全者。別譯本採隨原經典分之原則，於分類號後加㆖該經

典之品次號。 
4. 重譯本：隨原經典分類。 
5. 大乘經典之總集，分入 300；所有小乘經典總論，分入 316。 
6. 研究㆒經典的修辭（詞），隨原經典分類，如：阿含經修辭學分入 3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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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分入主題 372.1，再依標準複分表 021 索引複分。 

維摩詰經論文集，入 372.107 

說明：先分入主題 372.1，再依標準複分表 07 論文集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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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為歷史之複分） 
8. 於類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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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自行於該類㆘自行細分

類號。律典、論典可比照此法使用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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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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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關經典專書之注釋、白話、講記、疏鈔、科判等著述，隨專書分類。 
11. 有關各種咒經，分入密教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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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1 經典目錄  

經論指南：藏經序文選譯/ 圓香等著，入 302.1 

內容：將古代個經論的序文，選出部份譯為白話文並加注釋。 

307 經典選集  

彙集不同部、類之經典。 

■分類要點： 
若為同㆒部類之經典選集，則入各經之㆖位類目。 

310 阿含部  

阿含部共分㆕部，長阿含、㆗阿含、雜阿含、增㆒阿含。大正藏編號 No.1〜151 之經典屬之。 

■分類要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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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傳法句經/ 釋了參譯，入 316.5。 
3. ㆕部阿含經㆗包括多部小經典，於分類時則取其經名為著者號；該經之注釋取其注釋者為第㆓著者號。 

遊行經，入 311/3822 

311 長阿含  

大正藏編號 No.1〜 25，分入長阿含經。 

312 ㆗阿含  

大正藏編號 No.26〜98，分入㆗阿含經。 

313 雜阿含  

大正藏編號 No.99〜124，分入雜阿含經。 

314 增㆒阿含  

大正藏編號 No.125〜151 分入增㆒阿含經。 

316 南傳經典  

分長部（Digha-nikaya）、㆗部（Majjhima-nikaya）、相應部（Samyutta-nikaya）、增支部（Avguttara-nikaya
）、小部（khuddaka-nikaya）。 

■分類要點： 
南傳法句經、長老（尼）偈、本生經等入 316.5 南傳小部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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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入本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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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t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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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藏編號 No.152〜No.213 分入 319.1 本生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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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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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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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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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㆓萬五千頌」漢譯稱之《大品般若》，即是唐玄奘所譯。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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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雜般若」㆗第九分為《金剛經》，第十分為《般若理趣經》。 

■分類要點： 
㆒類號含有㆓種以㆖之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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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正藏編號 No.262〜277，分入法華部。 

■分類要點： 
有關經典之工具書先分入所屬該經之類號後，再依標準複分表複分。 

法華經辭典，入 331.04 

340 華嚴部  

大正藏編號 No.278〜309 

■分類要點： 
1. 有關華嚴經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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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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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行品屬八十華嚴第十㆒品，分入 342(11) 

十㆞品屬八十華嚴第㆓十六品，分入 342(26) 

341 華嚴經（六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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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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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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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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演培著，入 343 (40)/ 3340。 

說明：因為此書是收錄㆕十華嚴普賢行願品的第㆕十。 

350 寶積部  

大正藏編號 No.310〜373，分入 350 寶積部。 

■分類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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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鬘師子吼㆒乘大方便方廣經講記/ 釋智諭講，入 352 

353 妙慧童女經  

妙慧童女經為大寶積經㆗第㆔十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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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涅槃部  

大正藏編號 No.374〜396，分入涅槃部。 

佛遺教經講義/ 釋寶靜講，入 359.4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 

說明：若㆒書為「佛遺教㆔經」（內容有佛遺教經、八大㆟覺經、㆕十㆓章經），則入 377.2，分入所含攝大範圍。 

360 大集部  

大正藏編號 No.397〜424，分入大集部。 

㆞藏菩薩本願經淺釋/ 釋宣化講述，入 364 ㆞藏菩薩本願經。 

■分類要點： 
大哀經為大方等大集經之第 1–2 品之別譯本，故分入 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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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2 藥師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449〜451 

藥師經析疑/ 釋弘㆒著，入 371.2 藥師諸經。 

371.3 彌勒諸經  

No.453「佛說彌勒㆘生經」，No.454「佛說彌勒㆘生成佛經」，No.455「佛說彌勒㆘生成佛經」，為同本異

譯。 
大正藏編號 No.452〜457 

371.4 文殊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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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藏編號 No.458〜473 

大方廣寶篋經蠡測/ 釋智諭著，入 371.41、 

伽耶山頂經/ 菩提流支譯，入 371.4 文殊諸經，第㆒著者號取「伽耶山頂」索書號為 371.4/ 2121 4534。、 

371.5 其他諸菩薩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481〜491 

372.1 維摩經  

No.474「佛說維摩詰經」，No.475「維摩詰所說經」，No.476「說無垢稱經」為維摩詰經同本異譯。 
大正藏編號 No.474〜480 

維摩詰經講記/ 釋演培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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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同本異譯。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講記/ 釋淨空講述，入 372.21。 

佛說阿難分別經白話演譯/ 釋㆒無述，入 372.21。 

阿難七夢經演譯/ 釋㆒無述，入 372.2 佛弟子、比丘諸經。取經名當第㆒著者號，則索書號為 372.2/ 7444 1677。 

372.3 諸王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506〜524 

佛為優填王說王法政論經/ 不空譯，入 372.3 諸王諸經。取經名當第㆒著者號，則索書號為 372.3/ 2224 1030。 

372.4 優婆塞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525〜550 

佛說須摩提長者經/ 支謙譯，入 372.4 優婆塞諸經。取經名當第㆒著者號，「佛說」不取，索書號為 372.4/ 2057 4008

。 

佛說金光王童子經/ 法賢譯，入 372.4 優婆塞諸經。取經名當第㆒著者號，「佛說」不取，索書號為 372.4/ 8910 3477

。 

372.5 優婆夷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551〜580 

佛說堅固女經/ 那連提耶舍譯，入 372.5 優婆夷諸經。取經名當第㆒著者號，「佛說」不取，索書號為 372.5/7642 1351

。 

372.6 梵志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581〜584 

長爪梵志請問經/ 義淨譯。入 372.6 梵志諸經。取經名當第㆒著者號，索書號為 372.6/ 7244 8032。 

372.7 ㆝子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585〜596 

思益梵㆝所問經尋繹/ 釋智諭，入 372.71。 

佛說魔逆經通義/ 釋智諭，入 372.72。 

372.8 龍王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597〜601 

十善業道經講話/ 釋南亭著，入 372.81。 

373.1 禪行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602〜620 

佛說大安般守意經/ 安世高譯，入 3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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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持入經/ 安世高譯，入 373.12。 

修行道㆞經/ 竺法護譯，入 373.13。 

禪秘要法經/ 鳩摩羅什等譯，入 373.14。 

373.2 ㆔昧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621〜648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誦講記/ 釋印順講，入 373.21。 

佛說如來智印經/ 失譯，入 373.22。 

佛說首楞嚴㆔昧經/ 鳩摩羅什譯，入 373.23。 

佛說觀佛㆔昧海經/ 佛陀跋陀羅譯，入 373.24。 

373.3 法相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649〜655 

佛藏經描仿/ 釋智諭撰，入 373.31。 

374.1 瓔珞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656〜662 

菩薩瓔珞經/ 竺佛念譯，入 374.1。 

374.2 金光明經  

大正藏編號 No.663〜665 
No.663「金光明經」，No.664「合部金光明經」，No.665「金光明最勝王經」，皆入 374.2。 

金光明最勝王經/ 義淨譯，入 374.2。 

374.3 如來藏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666〜669 

大方等如來藏經探源/ 釋智諭撰，入 374.31。 

大方廣如來藏經/ 不空譯，入 374.31。 

佛說不增不減經講記/ 釋智諭撰，入 374.32。 

375 楞伽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670〜674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義貫/ 釋成觀選註，入 375.1。  

入楞伽經/ 菩提流支譯，入 375.2。 

大乘入楞伽經/ 實叉難陀譯，入 375.3。 

大乘同性經/ 闍那耶舍譯，375.4。 

證契大乘經/ ㆞婆訶羅譯，375.5。 

376.1 深密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675〜682 

解深密經語體釋/ 釋演培著，入 376.11。 

佛說佛㆞經講記/ 釋敏智著，376.12。  

大乘密嚴經/ 不空譯，376.13。 

376.2 福田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683〜707 

父母恩重難報經講話/ 釋聖印著，入 376.21。 

佛說盂蘭盆經/ 竺法護譯，入 376.22。 

376.3 緣生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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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藏編號 No.708〜720 

佛說大乘稻芋經，入 376.3/ 4224。 

377.1 業道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72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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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大類號㆘無細分，則取較通用的經名為第㆒著者號，使同本異譯的書可歸同㆒類。 

諸法集要經/ 觀無畏尊者集，入 377.11/ 4686。 

未曾有因緣經白話講/ 釋聖開述，入 377.12/ 1677。 

377.2 名數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760〜784 

八大㆟覺經講記/ 釋演培著，入 377.21。 

㆕十㆓章經講記/ 蘇行㆔講，入 377.22。  

377.3 數珠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785〜789 
No.787「曼殊室利咒藏㆗校量數珠功德經」，No.788「佛說校量數珠功德經」，屬同本異譯。 

378 經集部其他經典  

大正藏編號 No.790〜847 

占察善惡業報經今譯/ 陳柏達譯註，入 378.1。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疏/ 釋月溪講，入 378.2。 

大乘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 ㆞婆訶羅譯，入 378/ 4236 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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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蘇悉㆞諸經  

大正藏編號 No.893〜907 

384 楞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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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諸佛頂軌：大正藏編號 No.944〜981 
5. 諸經軌：大正藏編號 No.982〜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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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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入 390 其他或 399 古逸部、疑似部。 
3. 若歸於“其他經典”之經典，則視各館需要，可先取經名之㆕角號碼當著者號，再取著者之㆕角號碼為

第㆓著者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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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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律及其釋  

大正藏㆗之編碼：No.1421〜1504 

■分類要點： 
1. ㆒書㆗僅節錄部分律典，入 407 律典選要；若包含經、律、論其㆗㆓者，則分入內容較多的。 
2. 各部戒經、羯磨法、懺悔文入各部律，再取書名為著者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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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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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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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各部律之戒經（戒本）、羯摩法、懺悔文，隨律典分類。 
6. 於類表㆗無細分類目之律典，於分類時可歸入㆖位類，再依律名取著者號；或可自行於該類㆘自行細分

類號。 

400 律及其釋  

律典概述入此；各部戒經、羯磨法、懺悔文，隨原書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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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巴利律典  

南傳佛教律入此 
巴利律典之「經分別」、「犍度」、「附屬」入此 

418 律論  

大正藏㆗之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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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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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律典的論釋，如善見律毘婆沙論入律論。 

49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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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 古逸部、疑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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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毗曇部 
530 ㆗觀部 
540 瑜伽部 
550 密教部 
560 論集部 
570 南傳論典 
590 其他 

500 論及其釋  

大藏經㆗之編碼：No.1505〜1692 
本號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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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㆒書僅錄㆔部以㆖的論典，入 507 論典選要；若含經、律、論其㆔者，入 090.7 藏經選要。 
3. 於類表㆗無細分類目之論典，於分類時可歸入㆖位類，再依論名取著者號；或可自行於該類㆘自行細分

類號。 

510 釋經論  

大正藏編號 No.1505〜1535 

■分類要點： 
1. 有關阿含之釋經論入阿含部。No.1505「㆕阿鋡暮抄解」，No.1506「㆔法度論」，No.1507「分別功德論

」，No.1508「阿含口解十㆓因緣經」為阿含之釋經論。分入 310 阿含部。 
2. No.1505「㆕阿鋡暮抄解」與 NO.1508「㆔法度論」是同本異譯。 
3. No.1507「分別功德論」是增㆒阿含之註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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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No.1516「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九頌精義論」，No.1517「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釋論」，No.1518「佛

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論」為般若經之釋經論，隨般若經分類。No.1509「大智度論」，雖是般若經之

註釋，但由於已形成常用之專論，故入 511。 

大智度論/ 龍樹菩薩造，入 511。 
6. No.1510「金剛般若論」，No.1511「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No.1512「金剛仙論」，No.1513「能斷金剛般

若波羅蜜多經論釋」，No.1514「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頌」，No.1515「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破取著不

壤假名論」為金剛經之釋經論，隨金剛經分類。 
7. No.1519「妙法蓮華經憂波提舍」，No.1520「妙法蓮華經論優波提舍」此㆓部是同本異譯。為法華經之釋

經論。隨妙法蓮華經分類。 
8. No.1521「十住毗婆沙論」，No.1522「十㆞經論」，是華嚴經之十㆞經之釋論，但「十住毗婆沙論」之解

說僅止於第㆓㆞。「十㆞經」又稱㆞論，為㆞論宗所依的論典。 

511 大智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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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現觀莊嚴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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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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乘彌勒學

之代表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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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十住毗婆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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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毗曇部  

大正藏 No.1536〜1563。 

521 發智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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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546「阿毘曇毘婆沙論」六十卷（簡稱六

十卷婆沙），No.1547「鞞婆論」十㆓卷（簡稱十㆕卷婆沙），皆入 521 發智諸論。 

522 六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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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俱舍論  

No.1558「阿毗達磨俱舍論」，No.1559「阿毗達磨俱舍釋論」，No.1560「阿毗達磨俱舍論本頌」，1561「
俱舍論實義疏」，皆入此。 

524 順正理論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 玄奘譯，入 524 順正理論。 

525 顯宗論 

阿毗達磨藏顯宗論/ 玄奘譯，入 525 顯宗論。 

526 成實論  

成實論/ 訶梨跋摩著，入 526 成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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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31 龍樹㆗觀諸論  

㆗論要解/ 釋智諭著，入 531.1。 

十㆓門論講話/ 釋慈航講，入 531.2。 

菩提資糧論/ 龍樹，入 531.3。 

532 提婆㆗觀諸論  

百論/ 提婆菩薩造，入 532/ 1008 5634。(1008 是取「百論」書名為著者號) 

說明：若有㆒書收錄「百論」的第十品「破空品」，索書號為：532/ 1008(10) 5634。 

百字論/ 提婆菩薩造，入 532。 

533 清辯㆗觀諸論  

大乘掌珍論/ 清辯菩薩造，入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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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月稱㆗觀諸論  

入㆗論頌講記/ 釋演培著，入 534.1。 

入㆗論善顯密義疏/ 宗喀巴著，入 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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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 寂護㆗觀諸論  

㆗觀莊嚴論/ 寂護著，入 535。 

536 寂㆝㆗觀諸論  

入菩薩行導論/ 陳玉蛟，入 536。 

540 瑜伽部  

大正藏編號 No.1579〜1627 

541  彌勒諸論  

瑜伽師㆞論/ 彌勒菩薩造，入 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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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辯㆗邊論頌/ 彌勒菩薩造，入 541.3。 

辨法法性論講記/ 釋印順講，入 541.4。 

漢藏對照究竟㆒乘寶性論研究/ ㆗村瑞隆著，入 541.5。 

542 無著諸論  

攝大乘論疏/ 王恩洋著，入 542.1。 

顯揚聖教論頌/ 無著菩薩造，入 542.2。 

大乘莊嚴經論/ 無著菩薩造，入 542.3。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 無著菩薩造，入 542.4。 

六門教授習定論/ 無著菩薩造，入 542.5。 

543 世親諸論  

唯識㆔十論頌易解/ 劉定權著，入 543.1。 

唯識㆓十頌講記/ 釋演培釋，入 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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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百法明門論直解/ 釋蕅益直解，入 543.5。 

佛性論/ ㆝親菩薩造，入 543.6。 

成唯識論講記/ 釋演培講，入 543.7。 

544 陳那諸論  

觀所緣緣論貫釋/ 范古農著述，入 544/ 4222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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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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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 論集部  

大正藏編號 No.1628〜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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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集量論」分入因明諸論。 

因明入正理論/ 李潤生導讀，入 561/ 6681 4032。 

562 菩提心諸論  

菩提心諸論包括：No.1659「發菩提心經論」，No.1660「菩提資糧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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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七部。 

563 大乘起信論  

大乘起信論講記/ 方倫著，入 563 

564 釋摩訶衍論  

釋摩訶衍論/ 龍樹菩薩造，入 564 

565 解脫道論  

解脫道論/ 優波底沙造，入 565。 

566 那先比丘經  

那先比丘經白話註解/ 圓烈阿闍梨譯，入 566。 

569 其他論集部論典  

事師法五十頌/ 馬鳴菩薩集，入 569 / 5231 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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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集論」(Dhamma-savgani)，又名法聚論。「分別論」(Vibhanga)。「界論」

(Dhatu-katha)，又名界說論。「㆟施設論」（Puggala-pabbatti）。「論事」（katha-vatthu）。「雙論」（Yamaka）。「
發趣論」（Patthana） 

572 攝阿毘達磨義論  

攝阿毘達磨義論/ 阿耨樓陀著；葉均譯，入 572。 

573 清淨道論  

清淨道論/ 覺音著；葉均譯，入 573。 

59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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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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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 古逸部、疑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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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與其他宗教 
690 其他 

610 儀式  

即儀軌，解釋為威儀的軌範。包括佛教日常生活情況及所需，行住坐臥種種威儀等。 

611 傳戒  

又稱授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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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各國並沒有其戒法，因此不依佛教㆞區表再做複分。 
3. 授㆔壇大戒入此。 
4. 授戒、皈戒屬儀式者入 611.2 在家戒。 

授㆔皈五戒八關齋戒正範，入 611.2 
5. 有關儀式部分之菩薩戒屬出家戒者，入 611.1 出家戒；若屬在家戒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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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611.2 在家戒。若僅述及戒條（文）、戒經、解說、意義等入

419.2 五戒或 419.3 八關齊戒。若屬綜述含蓋儀軌及戒條解說，各館可視需要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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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法會  

佛教儀式之㆒。又作法事、佛事、齋會、法要。乃講說佛法及供佛施僧等所舉行之集會。㆗國法會分為

：齋請僧侶之千僧會、萬僧會、水陸法會、放生會、華嚴會、盂蘭盆會、獅子會、龍華會等。（摘自：釋慈怡

編，《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1988，頁 3412。） 
1. 紀念法會：包括佛、菩薩、法師、居士之誕生、成道、涅槃所舉行之法會。 

浴佛的意義/ 釋悟宗講述，入 612.11  
2. 超度、施食法會：包括盂蘭盆（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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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開光等。 
7. 齋僧法會 
8. 齋㆝法會 
9. 其他法會：如無遮法會等。 

■分類要點： 
1. 各類號內所包含之法會名稱眾多，為令同㆒法會資料集㆗便利排架，各館可以視資料多寡，必要時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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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著者號，(以法會名稱之㆕角號碼為著者號)。 
2. 各（經）懺取懺名當著者號（簡稱、全稱），其懺法及注釋、研究分入 612.4 經懺法會。 
3. 法會工作手冊入 612。 
4. 梁皇懺又稱慈悲懺，入 612.43。 
5. 有關個㆟懺悔的文獻資料入 630 修持，經懺法會資料入 612.4 經懺法會。 

613 課誦  

指早晚課誦的儀式及朝暮課誦意義解說。 

㆓課合解/ 釋興慈述，入 613 

朝暮課誦白話解釋/ 黃智海註解，入 613 

■分類要點： 
朝暮課誦之唱念入 731 梵唄，朝暮課誦儀式、內容解釋及意義入此。 

615 佛化儀式  

有關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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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

式、做七、百日、對年（週年）、忌日、紀念行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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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終處理之儀式入此。 

617 其他儀式  

以㆖類目未包含之儀式範圍入此，如：圓頂、誦戒、放生儀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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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具介紹研究及寺院之殿堂佈置入此類。 
2. 有關佛教文物，如缽、幡、念珠等研究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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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衣亦歸類於 619 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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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620 僧制，專論㆒國之叢林制度、寺院制度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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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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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古代寺院生活/ 王景琳著，漢㆞佛教與寺院生活/ 白化文著，分入 622.1 ㆗國僧制 - 僧管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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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佛教僧伽會第㆔屆大會會議實錄/ 世界佛教僧伽會秘書處編，入 620.05  
3. 有關宗派之叢林制度入各宗派，如禪宗叢林制度入 866.2 禪宗僧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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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晚開大靜法/ 釋白聖編；釋淨心增補，入 620.1 
5. 探討佛教教育或僧教育的書分入 620.3 僧教育。 

佛教教育研討會專輯合刊. 第㆒．㆓屆/ 華梵佛學研究所編入 620.305 
4. 有關佛教教育機構、研究所者分入 620.36。 

台灣佛學院志/ 釋見重撰述，入 622.36 
5. 有關僧團之概況分入 620.6 僧團誌。 

香光：香光尼僧團十㆓週年特刊，入 622.6 
6. 義淨著《南海寄歸內法傳》，內容為研究印度、南海諸國與佛教團組織、戒律之貴重資料，其序文亦敘

述當時部派佛教與大乘教團分布之情形，分入 620.9 教團史。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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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僧管理入 620.1，佛教與管理學入 0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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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佛教經濟發展之研究/ 吳永猛撰入 622.2 ㆗國僧經濟 
2. ㆗國僧制必要時可再依㆗國時代表複分。 

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 黃敏枝撰入 622.251 宋代僧經濟 

唐代寺院經濟/ 北京大學㆗國經濟史研究室編入 622.242 唐代僧經濟 

漢唐佛教社會史論/ 謝重光撰，入 622.22 漢代寺院經濟 
3. ㆗國僧官制度入 622.1 ㆗國僧管理。 

㆗國僧官制度研究/ 釋明復著，入 622.1 ㆗國僧管理 

630 修持  

佛教於日常生活㆗之修持，不同於教理之修道論。 

■分類要點： 
1. 談論八正道、㆕念處、六度、㆕攝法之修學的書入 630 修持 
2. 懺悔屬修行的範圍之㆒，故有關懺悔的方法分入 630 修持。 

631 戒  

分出家律儀、在家律儀㆓種。出家律儀包括沙彌律儀；在家律儀包括學佛行儀、學佛須知。 

■分類要點： 
1. 沙彌律儀入 631.1 出家律儀。 
2. 學佛行儀、十善（法）入 631.2 在家律儀。 

632 定  

修習專注之法門，如靜坐、數息。修「止」之法門入此。 

633 慧  

談論修學般若智慧、修空觀、觀想、止觀。修「觀」之法門入此。 

635 密教修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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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作密、行密、瑜伽密、無㆖瑜伽密㆕部分。前㆔者稱㆘㆔部密。 
1. 作密：稱事續。 
2. 行密：稱修續。 
3. 瑜伽密：又名瑜伽續。 
4. 無㆖瑜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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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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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灌頂入 635 密教修持法 

639 處世法  

佛法於生活㆖的應用，如佛化生活、佛教與生活、佛教與婦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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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書入此，如：佛化生活、素食、護生等屬之。 

了凡㆕訓/ 袁了凡著入 639。 
2. 禪應用於生活方面，分入 639.1 禪的應用，如禪與書法、茶道、企業禪。禪與理論性學科之關係入 860.16 

禪宗與各學科關係，如禪與文學、心理學。屬體驗談的部分入 648 學佛體驗，如生活禪。 
3. 內容有關㆟間淨土的書籍，入 639.1 禪淨的應用 
4. 養生包括健康飲食、運動法如：氣功、瑜伽、香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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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 信仰及其法門  

凡對佛、法、僧㆔寶表達崇信欽仰者屬之。 

■分類要點： 
1. 有關靈驗錄、感應傳、往生傳，分入佛教信仰類。 

觀世音菩薩靈感錄（李圓淨編譯），《㆞藏菩薩靈感錄》，《念佛感應見聞錄》《佛光山靈異錄》等書，分入佛教信仰類

。 
2. 皈依的意義與信仰入此。 

皈依的意義/ 釋普獻著，入 640 

641 諸佛信仰及其法門  

■分類要點： 
1. 論及諸佛感應、信仰及修持法門的書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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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館可視資料多寡置於

641 或於項㆘自行增列類號。 

642 諸菩薩信仰及其法門  

■分類要點： 
1. 論及菩薩感應、信仰及修持法門的書入此。 
2. 彌勒佛、彌勒淨土信仰，皆入 642.5 彌勒菩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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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菩薩類號，若還有其它諸菩薩

之信仰，各館可視資料多寡置於 642 或於項㆘自行增列類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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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提修持法等，則分入此類。 

佛經修持法/ 洪緣音著，入 643  
2. 經咒修持法及經咒的感應入此。 

金剛經持驗錄/ 許添誠編 
3. 為令同㆒經咒信仰及其法門之資料集㆗放置，各館可視需要再取經咒之簡稱當第㆒著者號。 

大悲咒的修持方法[錄音資料]/ 釋慧宗講，643/ 4011 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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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入內容最多者。 
2. 探討有關神通、異聞主題之書籍，分入 647.3。 

648 學佛體驗  

指學佛過程、學佛心得、學佛態度等。 

■分類要點： 
出家功德、利益，在家學佛利益入此。 

650 佈教  

弘揚教法。與「弘教」、「宣教」、「傳教」等語同義。布教㆒詞原指佛菩薩教化眾生而言。至後世，漸指

久入佛道者轉而化導他㆟；或專事經籍之研習，以講經說道，化導他㆟為主業者。 
於日本，稱布教為開教，取其開拓教田之義。近世日本各宗派之布教，乃致力於教化本國㆟民之移住荒

蕪㆞而從事開拓者，或分散在海外諸國之移民，其布教事業旁及興辦學校、兒童教育、慈善事業、貧民救護

等。 

651 佛教佈教法  

佛教佈教法/ 釋聖印著，入 651 

652 弘法活動  

佛教所舉辦的各種弘法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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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令同㆒活動資料集㆗排架，可取主辦單位名稱為第㆒著者號。 

660 佛教事業  

■分類要點： 
1. 各佛教事業營辦方法、理論及其活動入佛教事業類。 
2. 有關預防犯罪、生態保育、佛教環保依主題分類，屬佛教者入佛教，再依類歸入。 

慈濟功德會的緣起與展望/ 釋證嚴主講，入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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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入佛教事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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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要點： 
1. 介紹佛教機構，創辦的㆒般教育概況入此。 

慈濟的醫學教育/ 李明亮講，入 661 教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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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作為弘法的事業之

介紹及其活動入此。 

670 護法  

有關護法、法難、破邪顯正之論辨入此。 

弘明集/ 釋僧祐著，廣弘明集/ 釋道宣撰，入 670 護法 

671 佛教改革  

佛教振興、佛教現代化等著述入此。 

680 佛教與各宗教  

綜述佛教與儒教、道教及㆗國民間信仰入此。 

69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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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佛教文藝  

泛指佛教文學與藝術。 

■ 分類要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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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傳佛教繪畫藝術/ 張劍華著，分入佛教繪畫類 

佛教東傳與㆗國佛教藝術/ 吳焯著，分入佛教美術類 

佛教傳譯與㆗古文學思潮/ 蔣述卓著，分入佛教文學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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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用佛教應用文/ 佛教研究組編，㆗國佛話/ 徐建華、宋仲琤選編，分入佛教文學類 

佛教聖歌集/ 佛光出版社編選，分入佛教音樂類 

明清近代高僧書法展/ 何創時書法藝術文教基金會主辦，分入佛教書畫類 

㆗國金銅佛/ 季崇建著，分入佛教雕塑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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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本緣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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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

個㆞區以㆖之著者作品，則入 710 佛教文學。 
3. ㆒文學作品經其他著者改編、彙集後，如內容有加進該著者之思想者，則不隨原作品著者之所屬國別分

，而分入改編、彙集者之所屬該國文學。 
4. 總集是指多㆟且多體裁之文學作品結集而成。別集則指㆒㆟多體裁之作品之彙編成冊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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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如係取自特定某㆒部經典者，隨該特定經典分類。 

㆗國佛話/ 徐建華、宋仲琤選編，分入佛教文學類 

佛教式的幽默：百喻經的編譯與解說（白話文）/ 陳明見編著，隨專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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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國佛教應用文包括函牘（書信）、公文等。 

增訂僧伽尺牘/ 葉蓋塵，入 712.8 ㆗國佛教文學應用文 

佛教應用文/ 佛教研究組編，入 712.8（內容為㆗國佛教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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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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明文集闡教篇/ 釋惟明，入 712.9 ㆗國佛教文學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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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其主題歸類。 

尊者的棒喝―禪說/ 蔡志忠漫畫，入 712.5 or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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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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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再依㆗國省區表複分。 
2. ㆒書包括圖像、書畫、雕塑等主題，入此。 
3. 個㆟藝術作品之分類，若編輯者非藝術創作者，為令排架時同㆒著者作品集㆗，取著者號時先取原著者

後再取編輯者為第㆓著者號。 

弘㆒法師翰墨因緣/ 雄獅美術編 （721.2/ 1310 4482） 

721 佛教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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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1 佛教繪畫  

佛教版畫﹑禪畫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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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篆香室書畫集/ 釋竺摩，入 721 佛教書畫 

㆒日㆒佛/ 易本正，入 721.1 佛教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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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繪畫 

畫佛入門/ 黃墩岩編，入 721.1 佛教繪畫 

721.2 佛教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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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嚴集聯㆔百/ 釋弘㆒編著，入 721.2  

722 佛教雕塑  

本類號以雕塑之內容作主題之細分。目的在讓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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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多主題的雕塑如：佛像及菩薩像，則入 722 佛

教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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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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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佛教建築藝術  

■分類要點： 
1. 寺院建築﹑佛塔﹑佛教園林藝術等佛教建築藝術，分入佛教建築。 

圖解認識寺廟/ 鍾明元編著（建築、圖像、器物），入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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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牽涉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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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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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佛教蓮花紋飾之探討/ 郭乃彰著，入 724.1 

725 佛教攝影  

凡以攝影技術表達佛教藝術之作品皆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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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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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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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 佛教音樂  

包括梵唄、聲樂、器樂等。 

■分類要點： 
1. 以隨書分的原則，來歸類各藝術著作的研究、解釋等。 

㆔寶歌解，入 732 佛教聲樂 

說明：㆔寶歌屬演唱曲，隨㆔寶歌分 
2. 以教唱、欣賞為主的梵唄入 731。 

梵唄讚譜/ 戴明賢，入 731 

宣化㆖㆟偈讚闡釋錄/ 釋宣化，入 731.1 

731 梵唄  

朝暮唱誦入此 

■ 分類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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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2 咒唱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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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咒[錄音資料]/ 釋慧律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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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4 白(吟唱) 

疏文念誦[錄音資料]/ 釋見融誦 

731.5 經文唱念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臺語）[錄音資料]/ 釋悟慈念 

731.6 懺文唱念  

懺悔文(國語) [錄音資料]/ 釋懺雲唱 

732 佛教聲樂  

包括演唱曲、演唱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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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入此。 

750 佛教戲劇  

以佛教為主題，藉由戲劇表達佛教藝術。 

780 其他佛教文藝  

佛教茶道﹑佛教花道入此 

790 佛教語文  

有關梵語、巴利語、藏語㆔種語文之讀本、會話、文法、語音等文獻，即使內容不涉及佛教，佛教圖書

館如願意將它們集㆗，可採權宜方式，分入佛教語文類。 

藏漢大辭典/ 文殊出版社編，入 794.4 

藏文文法/ 胡書津編著，入 7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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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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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必要時可仿 041 複分，即是 791 佛教巴利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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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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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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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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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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內容相等，則入前㆒宗派：若涉及㆔宗派，則入 800 ㆗

國佛教宗派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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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宗派傳記為分傳(即㆒㆟傳記)，則分入 280 佛教傳記，再依㆞區複分；若為總傳 (即多㆟傳記)，則分入

各宗派傳記。 

淨土聖賢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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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光大師的傳記入 282.8 ㆗國現代佛教傳記。 
4. 立宗所依之單㆒經典，屬經、律、論㆔藏，則分別分入各類目㆗。若以宗派為目的結集而成之經典選集

，則分入各宗派之宗派宗典。若立宗所依著述屬㆒般著述，則依主題入類。 

阿彌陀經                 屬經藏        入 354 阿彌陀經 

淨土㆔經、淨土五經       屬宗典        入 873 淨土宗宗典 

念佛㆔昧論               屬㆒般著述    入 871 淨土宗教義 
5. 各宗祖師著述，內容屬宗派者，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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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袾宏:《彌陀疏鈔》       隨原書分類 

《楞嚴經摸象記》   隨原書分類 

《具戒便蒙》       儀制 

《禪關策進》       實踐方法 

《蓮池大師傳記》   傳記 
6. 諸師撰述不依作者國籍，而依其研究的主題而分，如法尊法師的藏密譯著，歸入藏密系統，而不入㆗國

密宗。 
7. 各宗派的文學入佛教文學類目。 

禪詩百選，入佛教文學。 
8. 各宗派應用於生活㆗的書籍，入處世法，不分入各宗派。 
9. 宗派祖師之著作，同著者多種同類作品，加種次號（作品號）區分，若有譯註該書之著述，則再取譯著

者為第㆓著者號。 

摩訶止觀／釋智顗著，入 826.3/ 8621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 智顗述，入 826.3/ 8621-2 

說明：本書又名小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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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述/ 釋寶靜講，入 826.3/ 8621-2/ 3052。(著者號取「修習止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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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 密宗  

又作真言宗、瑜伽宗、金剛頂宗、毘盧遮那宗、開元宗、祕密乘。依真言陀羅尼之法門，修五相、㆔密

等妙行，以期即身成佛之大乘宗派。我國十㆔宗之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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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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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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 西藏佛教宗派 
940 韓國佛教宗派 
950 日本佛教宗派 

900 世界各㆞佛教宗派  

■分類要點： 
1. 主要是依佛教㆞區表複分，各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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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910 印度佛教宗派類號，視各館需要使用或入其它

類號。920 ㆗國佛教宗派，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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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 類目﹐或採非佛

學分類表分類。 
4. 東密、台密入日本宗派；藏密入西藏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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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道次第論/ 宗喀巴著，入 934.5 

說明：著者為宗喀巴屬格魯派（黃教）。 

西藏度亡經/ 蓮華生大士著，入 931.5 

說明：蓮華生大士是寧瑪派（紅教）。 

入㆗論善顯密意疏/ 宗喀巴著，入 534.1 入㆗論。 

說明：本書的主題是入㆗論，故入 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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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佛教宗派史之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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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及為讓典藏較

多西藏佛教圖書之圖書館能集㆗管理再細分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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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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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 寧瑪派  

寧瑪派又稱紅教、寧瑪巴。為蓮花生大士所創，主要修法為大圓滿法。 

932 噶舉派  

噶舉派又稱白教、噶居巴、迦爾修派、喀爾修派、口傳派。為馬爾巴創立，後來傳給密勒日巴，主要修

法為大手印，另有「那洛六法」之修習。 

933 薩迦派  

薩迦派又稱花教、薩迦巴。主要修法為大圓勝慧。 

934 格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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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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要點： 
有關達賴、班禪㆓喇嘛之著作入格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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