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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高興於2021年5月發布第五期的《國際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通訊》。本研
究通訊的目的是整合國際上有關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整理、收藏、數字化的學
術和資料資訊。 本通讯仅负责整理藏经研究相关资讯，并不代表我们认同其中的
学术观点。如果您发现资讯中的信息出现错误，可以联系原始出处进行磋商。 
 
本研究通訊將成為國際佛教大藏經研究的專業資訊交流平臺，通訊內容包括： 
 
1. 書目資訊：含專書、論文、書評、博碩士論文等。 
2. 會議資訊：含征稿信息、會議綜述等。 
3. 學者動態：專題介紹有關學者的成果、構想、建議。 
4. 研究項目：如研究計劃、專案的介紹等。 
5. 世界範圍圖書館、博物館現存藏經的收藏情況。 
6. 公私收藏和拍賣機構新發現的大藏經以及有關文獻。 
 
由於您所使用的郵箱系統不同，您收到的通訊內容可能會出現亂碼和格式不統一
的情況，建議點擊郵件上方“View this email in your browser"的鏈接，閱讀網路
版。在準備此通訊時，我們的社區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感謝您在疫情期
間繼續支持我們的研究中心。如果您願意支持漢文大藏經研究或贊助本通訊的出
版，請考慮资助我们的努力。 
 
對於我們周圍和遠方的朋友，我們希望您在2021年保持身心安康，希望我們分享
的資訊能夠給您帶來一定程度的幫助。如果您希望每月收到有關電子郵件，請在
http://eepurl.com/gb2yaD網頁上註冊，選擇“Chinese Buddhist Canon
Research Newsletter” 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通訊。如果您已經註冊我們電子郵
件，請更新您的選項。如果您有任何建議或想提供有關信息，請給我們發電子郵
件 buddhist-studies@email.arizona.edu。 
 
暑假期間本中心暫時關閉，六月和七月不再出版本通訊，新的一期將在八月份與
您見面。另外，編輯部人員作出如下調整：吳疆不再擔任主編，退居學術顧問委
員會。美國西來大學榮休教授龍達瑞將接替主編之職，負責本通訊的全面工作。
亞利桑那大學東亞系博士生畢幽騰增補為執行主編，協助主編負責英文版的有關
工作。 
  
吳疆、李周淵 
 
 

一、書目資訊

1. 方廣錩：《佛教文獻研究十講》，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

本書收入作者歷年所寫關於佛教文獻
研究的論文24篇。部分論文論述學術
研究及其與學術資料的關係，提出“學
術研究三要素”與“學術資料四原則”；
部分論文論述敦煌遺書的性質及其與
敦煌藏經洞的關係，進一步闡述了作
者主張的“敦煌遺書廢棄說”；部分論
文結合實例，對寫本學的建設及佛教
文獻鑒定等有關問題，介紹了作者的
若干觀點；書中還介紹了作者對漢文
大藏經的總體論述及一些理論性思
考，並介紹了作者目前正在從事的“漢
文佛教文獻數位化工程”。   More 
 

2. Lowe, Bryan D, Ritualized
Writing: Buddhist Practice and
Scriptural Cultures in Ancient
Japan 《儀式化寫作：古代日本的佛
教修行與經本文化》.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7. 
 
《儀式化寫作》將讀者帶入日本佛教
寫本文化的迷人世界。Bryan D.
Lowe利用在英語世界中很少受到關注
的檔案資料，主要是來自8世紀日本
抄經坊的文獻和佛經寫本的題記，揭
示了佛教經文的抄寫是一種高度儀式
化的努力。  More 
 

3. 小倉慈司：《宮内庁書陵部所蔵の聖語蔵関係経巻》，宮内庁書陵部蔵漢籍研究会
編《図書寮漢籍叢考》，東京：汲古書院，2018年。    More

4.  中村一紀：《書陵部蔵福州版一切経の本文欠落巻について》，《汲古》第74期，
2018年，第13-20頁。   More 

5. 陳玉女：《明末清初嘉興藏刊刻與江南士族》，《佛光學報》，2018年第2期, 第
301-371頁。  More

6. 武海龍、彭傑：《吐魯番博物館藏〈契丹藏〉佛經殘片考釋——從〈囉嚩拏説救療
小兒疾病經〉看〈契丹藏〉傳入高昌回鶻的時間》，《西域研究》，2019年第4期，
第90-97頁。  More

7. 野沢佳美：《宋・福州版大蔵経の印工について》，《立正大学東洋史論集》第20
期，2019年，第1—37頁。   More

8. 陳玉女：《明清嘉興楞嚴寺〈嘉興藏〉之刊印與其海內外流通》，《佛光學報》，
2020年第1期, 第123- 204頁。   More

9. 白光：《明清大藏經版〈壇經〉源流略釋》，《韶關學院學報》，2020年第1期，
第1-4頁。   More

10. 白光：《〈六祖壇經〉與漢文佛教大藏經的關係研究》，《宜春學院學報》，
2020年第5期，第1-5頁。 
More 
 
（編輯：張旭）

 二、學者動態

杜正民教授逝世
 
CBETA副主委、法鼓文理學院前副校長杜正民教授，2016年11月27日（星期
日）中午12時左右，於馬偕醫院淡水分院安寧療護教育示範中心病房，在家人親
友陪伴中，安詳往生。 
1. CBETA訃告： 
https://www.cbeta.org/news/Prof.AmingTu 
2. 杜正民教授著作目錄： 
http://buddhism.lib.ntu.edu.tw/DLMBS/author/authorinfo.jsp?ID=37865 
3. 杜正民教授與CBETA的因緣： 
http://www.chibs.edu.tw/ch_html/CHIBS30/ch/79.html 
（編輯：李周淵） 
 

三、拍賣行相關

2020年古籍拍賣觀察：佛經
板塊表現甚佳 寫經與刻經各
有千秋
 
 
“2020年京滬兩地的古籍春拍“從8月開
始陸續拉開帷幕，雖是在夏末秋初舉
辦，但仍以“春拍”命名，成交情況也
為大家帶來了“春的希望”。從北京榮
寶拍賣有限公司（8月23日舉辦）、
北京德寶國際拍賣有限公司（9月6日
舉辦）的兩場拍賣情況來看，佛經板
塊整體表現不俗。 
詳情參見：“佛教典籍市場逐漸升溫、
寫經與刻經各有千秋”  。       More 
 

 
近年來舉辦了多場古籍拍賣，其中不乏藏經零本，如： 
北京德寶2018秋季拍賣會的古籍文獻專場中的《普寧藏》本《弘明集》卷三、 
中貿聖佳2016秋季藝術品拍賣會中的《崇寧藏》本《摩訶僧祇律》卷三十七、 
北京榮寶2019春季藝術品拍賣會中的《崇寧藏》本《妙法蓮華經文句》卷七上、 
北京琴島榮德2020“青島之夏”藝術品拍賣會中的《思溪藏》本《雜譬喻經》、 
北京保利2019秋季拍賣會的《磧砂藏》本《普曜經》卷四、 
北京德寶2019秋季拍賣會的《永樂南藏》本《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四、 
博古齋2019秋季藝術品拍賣會的《元官藏》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六十五 
  
（編輯：李周淵）

四、大藏經電子化

BDRC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 佛教數字資源中心) 
https://library.bdrc.io/ 
  
BDRC的線上圖書館囊括了包含中文，巴利文，梵文，藏文等多種語言的佛教文
獻。今年8月1日由浙江大學佛教研究中心的何歡歡教授的帶領下，BDRC線上圖
書館的新網站正式啟動。新網站提供了一個開放的平臺以及新的線上研究工具並
升級了圖像流覽器和電子書流覽器的功能，包括飽和度，對比度和亮度的調整功
能。 
https://chs.khyentsefoundation.org/focus-june-2020/ 
 

(編輯：畢幽騰） 
BDRC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 
https://library.bdrc.io/ 
 

五、會議資訊

傳奇國寶《趙城金藏》遺珍現
身引發學界關注
 
 

2020年11月16日，在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舉
辦的學術研討會上，圍繞首次公開亮相的
國寶《趙城金藏》孤本巨帙“妙法蓮華經文
句卷八”，來自國家圖書館、中國社科院、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故宮博物院、中國
古籍保護中心、中國佛教協會等近20家高
校及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共話傳承保護。   
 More 
 

 
 

失落的《趙城金藏》19米長卷
現身

 

“《趙城藏》遺珍——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八”學術研討會近日在國家圖書館舉辦。長
達19的“妙法蓮華經文句卷八”，是公共機構
收藏以外的《趙城藏》次公開亮相。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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