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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高興於2022年2月發布第十一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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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第六期起，《通訊》新增“藏經經眼錄”欄目，旨在收錄學者對藏經實物的研究
心得。“藏經經眼錄”欄目對外開放投稿，有意在《通訊》上投稿，分享自己與漢
文藏經相關的研究成果的學者，請聯繫李周淵博士：zhouyuan.li@dila.edu.tw。 

之前幾期國際漢文大藏經研究通訊，請見此鏈接。
  
吳疆、龍達瑞、李周淵、畢幽騰

一、書目資訊

1. 《大智度論與大般若經的歷史》， 2021年。 More

在左冠明的最後一部專著中，他分析了《大智度

論》與衆多大品般若經文本的複雜關係。書中的證

據揭示了根本文本和注釋之間的互補乃至共生的關

係，並對其穩定化、鞏固化和規範化的過程進行了

闡明。關於《大智度論》的文本歷史、整體大品般

若經的文本歷史，以及大乘佛教文本的形成、傳

播、注釋和重修的一般模式，都提供了寶貴的認

識。

2. 国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編：《宋版思渓蔵を現代に蘇らせて : 宋版思渓蔵復刻本完
成祝賀会記念》，東京：国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2019年。  More

3. 舒大剛：《宋版〈大藏經〉前言》，《宋代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第1-12
頁。More

4. 孫長青：《新出兩種〈開寶藏〉殘卷考述》，《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1期，第
183-188頁。  More

5. 池麗梅：《福州東禪寺版大藏經初雕史問題考述——以开板年代为中心》，《世界
宗教研究》2021年第5期，第43-51頁。More

6. 池麗梅：《〈福州藏〉百年學術史綜述》，《佛學研究》2021年第1期，第78-92
頁。More

7. 丁鋒：《〈福州藏〉五種經本隨函音義所注直音反映的北宋音韻演變現象》，《民
俗典籍文字研究》，2021年第1期，第171-188、266頁。More

8. 辛德勇：《山西與中國古代的出版印刷》，《普陀學刊》，2021年第1期，第245—
302頁。 More

9. 宮崎展昌：《金刻大藏經の現存版本にみえる契丹藏からの影響について：高麗藏
再雕本に殘された注記を手がかりとして》，《東方學》2021年第142號，第41-57
頁。More

10. 劉軍：《重審趙城藏的發現之新資料補遺》，《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1年第1期，第127-136頁。  More

11. 池麗梅：《弘法蔵として生まれ変わった金蔵》，《国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研究紀
要》2021年第25號，第149-192頁。  More

12. 馬場久幸：《〈高麗国新雕大蔵校正別録〉の問題点：〈本事経〉巻3を中心とし
て》,《仏教大学仏教学会紀要》第26期，2021年，第83-99頁。 More

13.    梁繼紅：《武威藏〈永樂北藏〉版本及源流考》，“凉州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
見“涼州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2022年1月28日文章。More

14.   龍達瑞：《〈永樂北藏〉的題記、牌記研究》，《佛光學報》2022年新8卷第1
期，第81-144頁。More

二、拍賣資訊

(一）中國嘉德2021秋季拍賣會
 
中國嘉德2021年秋季拍賣會於2021年11月26日拉開帷幕。 

詳情請見鏈接。

 1. 北宋寫本金粟山大藏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三百五十一

宋代以來，抄經又有發展，出現了以北宋金粟山廣惠禪院大藏經為代表的宋代寫經。此拍品

為北宋寫本金粟山大藏經，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三百五十一中之部分，共五開，每

開二十行，共一百行，行十七字，謝仰曾題簽，卷末吳寶煒、謝仰曾題跋。前後織錦封面精

裝，華美絕倫。從吳寶煒、謝仰曾二人題跋可知，本場此件金粟山大藏經曾被收入《滋蕙堂

帖》。《滋蕙堂帖》又稱《滋蕙堂墨寶》，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山東嘉祥人曾恒德刻。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三百五十一部分，謝仰曾題簽，卷末吳寶煒、謝仰曾題
跋。

2.（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百四
元至元十八年（1281）杭州大普寧寺刻普寧藏本，此本半頁六行，行十七字，每版五個半

頁。千字文編號“金”字。首尾完整，凡十七版八十九折。版心間記千字文編號、卷數（簡寫

為四）、頁碼、刻工，刻工有“王、森、趙、毛、李、淩、陳新、元、馬”等人。 

紺藍書衣，其上刷桐油以防潮、防蛀。所用紙呈黃褐色，紙質厚實，絲毫沒有一絲老化的跡

象。簾紋兩指寬，皮料充足，纖維堅韌如帛，縱橫交錯，略帶雜質，為典型的元代藏經紙。

元至元十八年（1281）杭州大普寧寺刻普寧藏1冊11×25 cm 
 

(二）2021孔网秋拍
 
《大方廣佛華嚴經》存一卷
此為南宋初刻印思溪藏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四十八一冊首尾全，前有“唐招提寺”四
字方印。卷首有千字文編號“道”。共計十三紙，72折。 
全冊為思溪藏最早期版式，既有一紙五折的樣式，又有一紙六折的樣式。版心刻
千字文“道”“古花”（古本華嚴經），以及紙號，刻工等。此冊思溪藏的版心刻字
也同樣存在一紙中首折和一紙中第二折兩種情況。字體為古拙型顏體，墨色如
漆。此冊中又有新出現的兩位宋代刻工“崔”“東皋”，也為宋代雕版印刷史以及宋
版大藏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經逐折核對，此冊藏經內容完整，僅倒數第三
折為影鈔。

詳情請見鏈接。

三、大藏經電子化

    增上寺三大藏電子化 

簡介：增上寺三大藏，主要是東京都港區浄土宗大本山路收藏於中國南宋時期（12世紀）開

版的5342帖的宋代思溪藏（17字30行，94函，一般1函60帖）、中國元代時期（13世紀）

開版的5228帖的元版普寧寺大藏經（285函，一般1函為12-26帖，有用和刻本、黃檗版、抄

本保全、修補的地方）、韓國高麗時代（13世紀）開版的1357冊的高麗再雕版大藏經（124

函，所闕部分以黃檗版配補）等三種大藏經（以下簡稱“三大藏”）。三大藏由德川家康分別

於1613年從近江國伊香保郡真言宗的菅山寺、於1610年從伊豆修禪寺或香積禪寺或水上

寺、於1609年從真言宗圓成寺搜集並捐贈給增上寺。之後成為明治、大正時代的《大日本校

訂大藏》（縮刷大藏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編纂的基礎。1978~1981年，宋思溪藏、元

普寧藏的攝影完成，被縮微膠片化，缺本部分則用淺草寺收藏的原版(原鶴岡八幡宮藏)來保

全。

增上寺三大藏的數據庫預定於2024年公開。《大正藏》所沒有的配補狀況、刊記、音義、刻

工名、異版、補修記錄等資訊將會呈現在電子化的三大藏上，屆時可以與SAT

（https://21dzk.l.u-tokyo.ac.jp/SAT/）、Cbeta等結合起來使用，但目前仍有《普寧藏》未完

全電子化。三大藏不僅是佛教研究，而且從漢字文化和印刷文化的觀點來看，都是非常珍貴

的史料，對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也有著重要的意義。

詳情請見鏈接1。 
詳情請見鏈接2。

四、藏經經眼錄

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永樂北藏》經眼錄

美國洛杉磯西來大學宗教系

龍達瑞

 
2011年5-6月，我到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查閱了東亞圖書館珍藏的《永樂北藏》。這套

《永樂北藏》是我看到保存得最全的一套，据目錄，收藏這套《永樂北藏》與著名漢學家勞

費爾先生（1874-1934）有關。這套大藏經有7200 卷，共720函。。《永樂北藏》的初刻
本和續刻本一共是6771卷，670函，為什麽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的藏本會多出429卷呢？

這套《永樂北藏》是經摺裝，框高27.8 公分，寬14.5公分，5行17字，上下雙邊。每函卷首

有御製文：天清地寧，陰陽合順，七政明朗。風雨調均，百穀常豐，萬類咸暢。烽警不作，

禮教興行，子孝臣忠。化醇俗厚，人皆慈善。物靡害災，外順内安，一統熙皞，九幽六道，

普際光明。既往未來，俱登正覺。…… 大明正統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多函卷首明英宗御製

文亦被貼一小條，改日期為“大清乾隆三年三月十五日”。

幾乎每本書簽被後人貼改為“御製唐三藏經”。下面這一冊的日期沒有改貼“大清乾隆三
年三月十五日”的字條。 
  
 多函卷末有“奉佛心弟子內宮奏事牌子李秀女 ... 印造佛大藏經 ... 大明萬曆十二年四
月”等字，也被人貼上“大清乾隆三年三月十五日”字樣。

左圖為芝加哥大學的藏本。右圖為上海圖書館的藏本。感謝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的
周原先生和上海圖書館古籍部陳先行先生的幫忙。

左圖為正面，右圖為背面，顯然是爲了掩蓋“大明正統五年”。 

大藏經的主人把《永樂北藏》竣工的日期“大明正統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用一紙條覆蓋，
寫為“大清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工竣”。下面的“大明正統五年”的字眼依稀可見。天津
農學院趙宇先生告知，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恰好是《龍藏》竣工的日子。參考《大
清重刻龍藏彚記》。根據這四張照片，可以看出大藏經的主人感到了某種不詳的威
脅，很有可能是清朝的文字獄。保管大藏經的人出於保護大藏經的考慮，感到有必要
覆蓋前朝的標記，換上乾隆時代的日期，以避免大藏經被毀，於是換了“大清乾隆三年
十二月十五日工竣”的字眼。

《永樂北藏》，北京綫裝書局重印本，2000年。綫裝書局的重印本采用的是清初的重
修本，最後的竣工日期仍然是大明正統五年 (1440)，可對照上面芝加哥大學藏本的日
期。中間的“玄”字和“弘”字均有缺筆，應該是避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姓名的諱。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本，參見鏈接，2021/2/20。亦見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新
編縮本乾隆大藏經分冊目錄經名作者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年。承蒙
趙宇先生提示，謹致謝意。

多處有藏文，据藏族學者說，意即“開光”，“功德圓滿”。 
這套大藏經的封皮的綢緞極爲華麗，是研究明代絲綢的不可多得的實物。《永樂北
藏》的護板上裱裝的絲綢有不少是雲紋。“祥雲獻瑞”是中國吉祥文化賦予形態多變的雲
的象徵意義。雲紋有連雲、朵雲、火焰雲、流雲之分。

護板的織錦圖案：朱紅地卍字如意雲紋織金錦 （左图） 
海水龍紋織金番枝蓮紋 （右图）

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珍藏的《永樂北藏》的最後部分出現了把一本經書一分為二的
情況，大概是想湊足720函，這樣可以看起來與《乾隆大藏經》相似。大藏經的主人把
背面的護板當作前護板，因此缺了裱封的絲綢，只好用一種色彩比較鮮艷的棉布替
代。
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永樂北藏》之背面護板，改用鮮艷的布料。

感謝王斌、李淵周、翁連溪、王秋菊、彭克、費永明、 趙宇等朋友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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