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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高興於2021年1月發布每月一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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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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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疆、李周淵

 

一、書目資訊

 1.    龍達瑞, 陈金华主编. 《刻本时代
的汉文大藏经》，羅德里奇出版社，
2020年. 
這本書展示了佛教大藏經很多未曾被
研究的面相，凝聚著參與的學者們幾
十年學術研究的成果。本書集中關注
以印刷為媒介的漢文大藏經傳播，這
一想法來自於第一屆和第二屆國際漢
文大藏經會議。此書豐富並提升了我
們對於大藏經整理，校對，以及印刷
的知識。本書最初是作為《中國宗教
研究》特刊出版的。
More 
 

2.    宮崎展昌，《大蔵経の歴史：成
り立ちと伝承—》，京都：方丈堂出
版，2019年。 
該書是面向佛教學初學者們，提供的
一本對佛教大藏經(經、律、論等文
獻)發展演變史的入門讀物，對佛教大
藏經從發源地的印度、發展中心的中
國、再到日本的流傳過程進行了系統
概要。與其他漢文大藏經發展演變史
研究不同的是，作者用了一定筆墨介
紹了漢文大藏經的發展前史——印度
的三藏和大乘佛教經、論文獻的發展
演變。
 More 
 

 《佛光學報》新七卷．第一期 (2021
年一月)出版藏經研究專輯

《開寶藏》成都雕造考  吳 疆

再製與變異──越南漢傳佛教典籍的轉

化  李貴民

佛教藏經的探索與研究──數位世界中

傳統研究方法的審思 路易斯 蘭卡斯特

Lewis Lancaster

關於《續藏經》的底本問題──以《名

僧傳抄》為例  釋定源（王招國）)

《佛光大藏經‧入藏目錄》考 釋滿紀

人工智慧視角下的佛教大藏經  釋賢超 

以資料鏈結發展智慧時代佛教經典數位

研究資源 洪振洲 

 More

3.    張德偉, “Beyond Seeking for Sacredness: Shedding New Light on the Carving of
the Jiaxing Canon on Mount Wutai” （神聖探索的超越：五台山嘉興藏刊刻之新
見）， 收錄於 Susan Andrews 蘇珊·安德魯, Jinhua Chen 陳金華, and Kuan Guang
寬廣主編，The Transnational Cult of Mount Wutai: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跨國的五台信仰：歷史和比較的角度） ，博睿學術出版社, 2020年,
 98-122 頁.   More

4. 張旭《編目與造藏：唐宋之際的經錄與藏經》，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
年。  More

5. 管仲樂《房山石經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年。 More

6. 方廣錩《寫本大藏經的編纂方式、種類與系統》，《文史》2016年02期，第107-
124頁。 More

7. 上杉智英《後思溪版大藏經目錄研究——現存文本與相互內在關係之考證》，《佛
教文化研究》第3輯，第3-29頁。 More

8. 郎菁《陝西省榆林市星元圖書樓藏〈永樂南藏〉述略》，《文獻》2019年11月第6
期，第117—125頁。 More

9. 秦洪芳：《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南藏〉之牌記、題記和印章》，《圖書館論
壇》2020年第8期，第173—178頁。 More （編輯: 張旭）

二、 博物館圖書舘現存藏經

太原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發現《崇寧藏》零本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保存的《崇寧藏》為原太原市文物商店於20 世紀60 年代
征集所得，後入藏原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1998 年後，由太原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保管。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開展後，才對這批經卷進行了著錄登記。
經考察，這批《崇寧藏》零本共12本，均有不同程度殘損，其中5本有明確刊刻
時間，分別為元豐八年（1085）的《大方等大集經》卷二十，元祐六年
（1091）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卷上、崇寧元年（1102）的《雜譬喻經》
卷上一、崇寧二年（1103）的《法句譬喻經》第二、大觀二年（1108）的《宗
鏡錄》卷四十九。另有1本無刊刻年代，卷尾題為《正法念處經》卷第三十三。
其餘6本缺少卷首和卷尾，通過對經文的辨識，發現殘卷中有《宗鏡錄》1 本、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3 本、《大般涅槃經》1本、《首楞嚴經義》1 本。 
全文鏈接：韓革：《太原新發現北宋刻本〈崇寧藏〉零本》，《中國文物報》，
2017年6月27日第005版。（編輯：楊志飛）More 
 

三、大藏經文獻彙編

李國慶主編，《徑山藏》所載牌記資料彙編（1-19卷），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
社，2016. 
《徑山藏》在卷末大都附有牌記，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這些牌記的內容相當豐
富，不僅包含藏經施刻方面的大量信息，更提供了關於當時曆史、哲學、經濟、
文化等多方面的豐富文獻資料。具體而言，牌記內容涉及捐刻者的姓名、官銜、
所在地域；涉及捐刻的原因和捐資的銀兩數額；涉及所刻的經名、卷次、字數和
版片數量；涉及寫刻工匠姓名、刻書時間和地點等等，其含金量非常高。為我們
了解該藏的刊刻情況，研究明末至清中期的出版史、社會經濟狀況、社會文化
等，提供了豐富的寶貴資料。（編輯：管仲樂）More 
 

四、大藏經電子化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的藏經目錄數據庫包括22個漢文大藏經的目錄條目的超鏈結與檢索功
能，以及巴利文，藏文，與梵文大藏經目錄。在此基礎上CBETA建立了佛教電
子文化地圖（Buddhist 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將關鍵字，文本製作的時間與
地點和大藏經訊息相聯結，突破傳統經錄的限制。根据2020年11月进度报告：
完成《太虚大师全集》TX01-24初步简单标记；累计完成《中国佛寺志》初步简
单标记64部。CBETA Online新首页与新搜寻介面进入测试阶段，即将上线。 
  
CBETA在线（台湾及其他): http://cbetaonline.dila.edu.tw/ 
CBETA在线（大陆地区)：http://cbetaonline.cn/CBETA电子佛典协会：
http://cbeta.org/ 
CBETA缘起：http://cbeta.org/intro/origin.php 
CBETA光碟下载：http://cbeta.org/cd/download.php 
CBReader使用说明：http://www.cbeta.org/cbreader/help/cbr_index.htm 
佛教藏经目录数位资料库：http://jinglu.cbeta.org/  
CBETA 詞彙搜尋與分析: http://cbetaconcordance.dila.edu.tw/ 
（編輯：畢幽騰）More

 

五、學者動態

肯尼斯•罗伊•诺曼教授逝世
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巴利圣典学会前会长诺曼
（1925—2020）逝世，致哀！ 
诺曼教授生于 1925 年,是研究中世印度雅利安文
(包括巴利文)的杰出学者。他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
并任职于该校,是巴利圣典学会1981—1994 年期
间的会长，也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已故的日本创价大学佛教
高等研究所所长、对汉语佛教文献学界作出杰出贡
献的辛嶋静志教授亦曾在20世纪80年代受教于诺
曼教授门下。（編輯：李周淵）More

 

六、大藏經翻譯

越南語譯漢文大藏經
  
《靈山法寶大藏經》是世界第一套越南文

佛教大藏經，系由臺北靈山講堂，淨行法

師（師大中文博士）傾其20年之力，結合

越南第一流的佛學、漢學與越文專家共同

參與，將中文大藏經翻譯成越南文之成

果，由財團法人靈山文教基金會出版，目

前共出版187冊。《靈山法寶大藏經》除了

翻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冊至54冊印

度與中國撰述部分）、《卍續藏經》、

《南傳大藏經》（律部）、《古漢喃文經

書》（將古越文譯成今日羅馬拼音越文）

外；同時還翻譯了《太虛大師全集》、

《印順導師全集》、《禪宗全書》（100

冊）、《淨土叢書》、《海潮音文庫》、

《佛光大辭典》等當代重要佛學論著與工

具書，是目前全世界第一套最具完整性的

越譯佛典，極具學術參考價值。

1. 靈山文教基金會介紹 

2. 《靈山法寶大藏經》下載地址：

http://www.daitangkinh.org/ 

 （編輯：李周淵）More

 

七、拍賣行相關

2020年北京荣宝网络文物拍
卖会（首届）——一念莲花开
·敦煌写经与佛教典籍专场
此专场主要有敦煌写经、日本古写经、瓷青描经、
释家宝椠共24件佛宝。其中敦煌写经4件，敦煌写
经书风流畅、笔法高古、法度谨严，历来为释家和
书法家所珍宝。其中有 《普宁藏》的《大宝积
經》第六十一卷、《碛砂藏》的《长阿含经》、福
州东禅寺《崇宁藏》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
卷第四》等。（編輯：李周淵）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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