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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高興於2021年11月發布第九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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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各位讀者：

    本期是《國際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通訊》2021年11月出版的第九期。12月進
入聖誕假期，因此我們將在2022年1月底出版第十期。

    本刊的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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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和資料通訊。這些觀點反應了作者和出版者的觀點。我們期望關心佛學研究的
讀者能從這份《國際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通訊》中分享這些信息。我們期待您們
的支持。我們歡迎您們的建議和批評，以改進我們的工作。謝謝大家！

    明年亞利桑那大學博士吳瑾琿同學將加入編輯群，我谨代表编辑团队欢迎她的
到来，毕幽腾同学这一年对本刊做了大量工作。因工作需要，明年暂时离开一段
时间。我们对她的敬业精神和工作深表谢忱。

    感謝編輯團隊、學術顧問、執行編輯各位的辛勤工作，正是您們的努力，才使
我們的《通訊》這棵小樹茁壯成長，我們期望它像加州的紅松一樣長得高大挺
拔。

祝大家感恩節快樂！聖誕節快樂！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龍達瑞

一、書目資訊

1. 池麗梅：《契丹蔵が基づいた〈一切経源品次録〉：高麗初雕蔵本の再発見とその
意義》，《日本古写経研究所研究紀要》，2021年第6號，第25-59頁。 More 

2. 李廣寬、陸燕：《 從〈磧砂藏〉隨函音義看唐宋時期知莊章三組聲母的演變路
徑》，《語言研究》，第2021年第41卷第01期，第54-60頁。  More

3. 李輝：《從日本增上寺所藏〈普寧藏〉題記看元代白雲宗的分佈範圍及內部結
構》，《佛學研究》，2020年第01期，第215-243頁。 More

4. 武海龍, 彭傑：《吐魯番博物館所藏 〈契丹藏〉佛經殘片考釋——從〈囉嚩拏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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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期，第90-97頁。   More

5. 李萬里：《救護〈趙城金藏〉始末》，《文獻》，2019年第02期，第3-10
頁。  More

6. 付壹強：《乾隆〈大藏經〉的刊刻與流傳》，《法音》,2019年第04期，第41-45
頁。  More

7. 胡健榆：《〈大中祥符法寶錄〉研究》，西華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 More

8. 胡健榆： 《北宋初年中印僧交往情况——以〈大中祥符法宝录〉为蓝本》，《北极
光》， 2019年第02期，第66-67頁。 More

9. 紀強 （George Keyworth）：《為神抄寫-松尾大社收藏的一套佛典手稿》
（Copying for the Kami: The Manuscript Set of the Buddhist Canon Held by
Matsuno’o Shrine），《日本宗教學研究》（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2017年44卷第2號，第161-190頁。 More

10. 王傑：《日釋圓行請來經目考釋》，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   More

11. 譚妮雅·斯托奇 (Tanya Storch)：《中國早期中古時期一部大藏經的形成》
（Building a Buddhist Can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中古歷史研究》(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 2015年第18卷第1期，第64-86頁。  More

12. 朴相珍：《木刻八萬大藏經的秘密》， 金宰民，張琳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
年。More 
----- 英譯本：Ji-hyun Philippa Kim譯，《木刻八萬大藏經的秘密》（Under the
Microscope: the Secrets of the Tripitaka Koreana Woodblocks）, 劍橋學者出版社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3年。 More

二、世界範圍圖書館、博物館、寺院的藏經收藏情況

陝西省榆林市星元圖書樓藏《永樂南藏》

       陝西省榆林市星元圖書樓收藏有《永樂南藏》一套，為清雍正五至六年
（1727-1728）陝西榆林定慧寺請印,南京陳龍山經房印裝。全藏有殘缺，現存88
部1098卷1107冊，始"寒一"號《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一六一,終"魚十三"號《密
雲圓悟禪師語錄附年譜》,其中永樂年間 (1403-1424)所刻正藏的部分經卷有補
版。

       詳見：郎菁：《陝西省榆林市星元圖書樓藏<永樂南藏>述略》，《文獻》
2019年第6期, 第117-125頁。全文鏈接。

三、拍賣資訊

1. 北京文津閣2021年迎春拍賣會

      3月26日，北京國際飯店舉槌的北京文津閣2021年迎春拍賣會，拍品有弘一
法師 (1880-1942)的兩件重磅作品《金剛經》手卷以及《華嚴經》句。《金剛
經》上款人為蔡吉堂居士，廈門市佛協會原副會長，是佛教中人，也是一位收藏
家。他與中國現代高僧太虛法師 (1890-1947)、弘一法師都有深交。《華嚴經》
上款人如影法師為永春普濟寺僧，出家後苦行。

詳情請見鏈接。

弘一（1880-1942）書法《華嚴經》句 鏡心 水墨紙本

2. 北京保利2021春拍

      2021年6月1日，北京保利拍賣2021春季藝術品拍賣會預展在北京啟幕，其中
佛經拍品有清乾隆禦制刺繡寫繪《八大吉祥如意陀羅尼經》一函一冊。
      經函為硬板折合式，函套內面貼黃綾，外面裱裝雙蝠捧壽夔鳳紋織錦，紋飾
構圖繁密，設色典雅大方，正面左上貼金箋，上墨書“八大吉祥如意陀羅尼經”館
閣體楷書題簽，字體工整秀美。經書作經折裝，面板、背板識文描金裝飾。背板
四周繪佛教八寶，中心繪一團壽，周圍祥蝠在雲間圍繞壽字飛舞，寓“洪福齊
天”之意。 

詳情請見鏈接。

清乾隆禦制刺繡寫繪 “八大吉祥如意陀羅尼經”
 

3.光明禪師李惠月寫《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七十五》（尊名泥金
銀寫本）

元代忽必烈時期至元二十八年（1291） 
1册 瓷青紙本 30.8×1188 cm

本文信息基本转载网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金程宇教授的文章。略有调整，
不敢掠美。谨此致谢。
  
     2021年11月20日，北京保利拍賣公司展示了元代光明禪師李惠月寫《大方廣
華嚴經》卷第七十五。此為元代金銀泥磁青紙寫經，金銀輝映。中國磁青紙寫經
多由王室貴族及高僧出資抄寫，存世極少。李惠月寫經為現存元代最早的金銀泥
寫經，有明确的年款和發愿人，書寫端嚴，扉画精美絕倫，是一件極爲珍貴的佛
教藝術品。展品將在12月4日拍賣。 
  
     卷首扉画為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求法圖中的嬰戲題材，為他卷所無，可視爲元
代佛教繪畫之佳作，可補《元畫全集》之不足。
  
      “李惠月寫經”為存世孤本，仅有零卷傳存，也是元代最早的金銀字寫經。此
卷為卷第七十五，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存七十一至七十三以及普賢行愿品，著名
漢學家神田喜一郎曾專門撰文，此件與其相鄰，可補公藏之缺。
  
      光明禪師李惠月為西夏遺民，其時代相當于由宋入元，畫工杭州沈鏡湖、沈
應祥父子，當是世代為畫者，故扉畫實有宋畫風格。
        
      李惠月晚年的主要事跡是刊經和寫經。现存其捐刊的《磧砂藏》、《普寧
藏》十件，除牌記外，部分带有題記，是了解李惠月生平的珍貴資料。另外尚存
李惠月至元二十八年（1291）題記《大方廣佛華嚴經》泥金銀寫經多件，国内外
公藏今知有十卷，即四川省新都县寳光寺收藏卷二十一至二十五（第三批國家古
籍珍本名錄00338）、蘇州西園寺藏卷七十七，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七十一、
七十二、七十三以及普賢行愿品四卷。民間私人收藏為卷七十九、卷八十，乃近
年發現。此次保利秋拍釋出的卷七十五，亦長期不為學界所知，作為新發現的佛
教藝術品，頗爲珍貴。
  
      本刊的學術顧問李際寧先生在《西夏遺民李慧月的法寶因緣》（載《佛經版
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1-147頁）根據國内外所藏大藏經題記、
寫經，對其生平有深入的考證。李慧月祖籍隴西，俗姓李，惠月為其法名。其自
云“七嵗遭掳”，很可能發生在1227年蒙古圍攻大興城時期。李惠月約生於1221年
左右，時為南宋嘉定十四年。九嵗時至賀蘭山佛祖院出家，師從道明禪師，“旦
夕咨參”，獲得印可。此後開始雲游生涯，“先游塞北，後歷江南”；“福建路曾秉
于僧權，嘉興府亦預為錄首”，説明他曾在福建和嘉興寺院担任過僧官。至元二
十八年（1291）他担任“長安終南山萬壽禪寺住持”，知其又重回北方，此時惠月
已年届古稀，或為其終老之地。

四川新都寶光寺珍藏的《大方廣華嚴經》，李惠月抄。
 

四川新都寶光寺珍藏的《大方廣華嚴經》，龍達瑞拍

四川新都寶光寺珍藏的《大方廣華嚴經》，金銀粉抄寫，龍達瑞拍

四、大藏經翻譯

菅野博史 (Hiroshi Kanno)，松森秀幸 (Hideyuki Matsumori):《現代語訳法華
玄義釈籤：上》，東洋哲学研究所, 2020。 More

       創價大學文学研究科的菅野博史教授和松森秀幸副教授出版了《法華玄義釈
籤》（上）的現代翻譯和注釋。《法華玄義釈籤》是妙楽大師湛然（711-782）
針對天台大師智顗（538-597）《法華玄義》的注釋書《法華玄義釈籤》
（上）。
 

五．學者動態

黃心川先生（第一排，左四）參加《中華大藏經》編輯委員會會議，2007年11
月4日

黃心川先生訃告

龍達瑞
 

       黃心川先生（1928-2021）于今年2月10日在北京去世。終年93嵗。 先生是
著名的佛學研究學者。曾參與《中華大藏經》的組織建設工作，擔任《永樂北
藏》整理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主編、《新編大藏經》編
輯委員會副主編、《南亞大辭典》主編等。先生長期擔任玄奘研究中心主任，中
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亞洲太平洋研究所的負責人，他對中國的宗教
學，特別是佛學研究，對大藏經的編撰貢獻至偉，澤被士林，溉浸後世。
      黃先生多年從事印度哲學和印度佛教研究，填補中國學界對印度哲學研究的
空白。他對東亞佛教也做了深入研究，特別是中韓佛教的交流，他的論文“新羅
來華佛教僧侶攷”受到海内外學界的高度重視。他的學生方廣錩、龍達瑞等正在
從事大藏經研究。
 

六．藏經經眼錄

《徑山藏》版刻牌记资料汇录及其索引编制 

李国庆
                        

       《径山藏》是明末清初由紫柏大师（1543-1603）发起刻印的私版大藏经。
这部大藏经以《永乐北藏》为底本，又在正藏中补入五部经典，续藏和又续藏中
又收入了五百多种藏外著述，使全藏经典数量达到二千零九十部，一万二千六百
多卷，成为中国历史上收入经典最多的一部大藏经，以此而著称于世。
         径山藏在募资过程中，发起人之一于玉立（？-1621）以为觅一二吴中法
侣，倾巨资以期速成，而紫柏大师则认为要使天下人法雨均霑，采取广募的形
式。径山藏最后采取了紫柏大师的募集方式。这种方式确实使得一百多年里南北
不同地方的许多信徒得以参与径山藏的刻印。他们的善举也以牌记的方式记录在
了径山藏里。这些牌记也成为径山藏的另一特色。
        径山藏中有牌记八千多条。时间上自明万历七年（1579），下迄雍正元年
（1723）。内容计有施资捐刻者的姓名、职官、籍贯，施刻原因、捐刻經名、卷
數、字數、板片数量及所需銀兩價值等，還有校對人、寫刻工匠的姓名、籍貫、
刻經年代和地點，涵盖了社会学、经济学、印刷史、宗教史、古籍版本学、手工
业史等丰富的信息。
径山藏牌记为径山藏研究和其他领域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材料。
      其一，径山藏刊刻周期长，数易刻版地，通过对牌记刻经地点和时间的梳
理，即可明确径山藏研究中刻印时间和刻板地点两个主要问题。
      其二，径山藏牌记记载的捐资者有官吏、商人、农民、藩王、太监、地方绅
士、社会名流、僧人、寺庙，也有径山藏的倡议者、刻工等。捐资人成分复杂，
涵盖了明末清初的各个阶层，表达了不同的施刻愿望，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当地佛
教的传播情况和多彩的社会风俗。
      其三，牌记比较全面地记录了刊刻径山藏的刻工情况，这在众多大藏经中是
独有的。这些刻工资料，是研究明清刻工历史、雕版印刷史的一大宝库。
      其四，牌记中记录了大量工价银和工料银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研究径山藏募
集资金及刊刻所费银两等经济情况的最直观且全面的证据。
      其五，牌记中对于一些其他领域的相关人员的记录，为这些相关领域和其人
的研究提供了帮助。如参加校对工作的人有兼通医学和佛教学的王肯堂（1552-
1638）、学者瞿汝稷（1548-1610）、文学家钱谦益（1582-1664）、藏书家兼
出版家毛晋（1599-1659）等。这些牌记记载的信息对于研究其人及他们各自领
域无疑具有很大的补助作用。
      我们为《径山藏》所载牌记中记录的主要内容编制了综合索引。包括经名、
刻工名、书工名、捐资者名及其籍贯等。
      本书于2016年10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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