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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前言: 三要素 3 elements
Spatial (空間)
• 2. 印度 India

– 1) 南傳 Southern Buddhism
– 2) 北傳 Northern Buddhism

• 3. 中國 China
Temporal (時間)
• 4. 過去 Past 
• 5. 現在 Present
• 6. 未來 Future
Language (語言)
• 7. 結語: Union Cata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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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本大藏經寫本大藏經寫本大藏經寫本大藏經



敦煌遺書中的《佛名經》敦煌遺書中的《佛名經》
補充補充



古 經 錄

A.D.150 A.D.250 A.D.350 A.D.450 A.D.550

A.D.375

道安著經錄
A.D.168

東漢末年眾經譯出
A.D.515

僧祐錄

此段時間，
有無比安錄更早的編撰？

道安錄～僧祐錄之間，
是否有其他經錄的著作？



《出三藏記集出三藏記集出三藏記集出三藏記集》

梁僧祐（445～518）

撰，又稱《佑錄》、
是現存最早的

完整佛教經錄。



《法經錄》
•《法經錄》隋開皇十四年
（A.D.594）所編纂。

•其於中國的經錄史上有著
特殊的地位。

•改變之前主要以「譯人時
代」譯經著錄的基本方
法，提出「大小乘大小乘大小乘大小乘 及
經律論經律論經律論經律論」的分類法。

•其分類法為之後漢文佛教
大藏經目錄的編撰提供了
一個基本的模式。



隋費長房的《歷代三寶記》目錄
562年年年年~597年年年年

隋費長房的《歷代三寶記》目錄
562年年年年~597年年年年

補充補充



目錄部



•《開元釋教錄》唐．智昇編纂（A.D.730）。

•《開元錄．入藏錄》的1076部、5048卷、480帙已
成為唐代寫本大藏經的基本內容。

•北宋初年，第一部刻本大藏經《開寶藏》就是根
據此時期流傳的某一種寫本大藏經雕刻問世的。

《開元錄．入藏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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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補充

人藏錄人藏錄

開元釋教錄開元釋教錄

即前錄中〈有譯有本錄〉 的簡目







971、、、、972

在成都開雕

1103

惟白撰
《指要
錄》

1080~1103

《崇寧藏》雕造
完成《開元釋教錄》的480帙

北宋北宋北宋北宋960~1127

983

初雕本完成
開封的太平天國寺傳法院 開始印經

999

第一次增補第一次增補第一次增補第一次增補
982~999新譯經「經傳30

帙」
唐及唐以前「未入藏經27

帙」

1108

第三次增補第三次增補第三次增補第三次增補
1074~1106

八種譯經
天台、華嚴、法
相諸宗祖師著作

1073

第二次增補第二次增補第二次增補第二次增補
1000~1073 

北宋新譯經
歷代敕准入藏的中國僧俗的著述



《《《《開寶遺珍開寶遺珍開寶遺珍開寶遺珍》》》》(複製複製複製複製)



《《《《開寶遺珍開寶遺珍開寶遺珍開寶遺珍》》》》(複製複製複製複製)  12 +1卷卷卷卷



《開寶遺珍開寶遺珍開寶遺珍開寶遺珍》(複製複製複製複製)



《高麗藏》研究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

983
宋太宗端拱二年宋太宗端拱二年宋太宗端拱二年宋太宗端拱二年

989
宋太宗淳化二年宋太宗淳化二年宋太宗淳化二年宋太宗淳化二年 宋真宗天禧三年宋真宗天禧三年宋真宗天禧三年宋真宗天禧三年

991 1019

《開寶藏》
三次傳入高麗

第一次傳入
《宋史》卷487《外
國三》 載： 「宋太
宗端拱“二年(989)遣
使來貢……請大藏
經，……今同歸本
國”」。這是佛教大
藏經傳人高麗的最早
記載。

第二次傳入
《宋史》卷487《外
國三》載： 「……詔
以藏經並御制《秘藏
銓》、《逍遙詠》、
《蓮花心輪》賜
之。」《佛祖統記》
卷43中也云：「四
年(淳化) ……高麗王
治遣使謝賜藏經、禦
制文集。」

《開寶藏》初雕
本刻成

第三次傳入
《宋史》卷487《外國
三》載：“三年九月
登州 言：高麗進奉使
禮賓卿……又進中布二
千端,求佛經一藏。詔
賜經……別賜衣服繒
綵”。



開寶藏 佛說聖法印經 開寶藏 雜阿含經

高麗藏 佛說聖法印經 (南禪寺)
高麗藏 雜阿含經 (南禪寺)

高麗大藏經研究所



�《高麗藏》初雕本與續雕本

� 這兩種版本在此後的高宗十九年（1232年）
“為蒙古兵所毀，板木皆歸烏有”



《高麗藏》再雕本

� 緣起：1.高高宗朝時有蒙古入侵之事。
2.其宰相李奎報信仰佛教。

� 起刻時間：高宗二十三年(1236)
� 完成時間：高宗三十八年(1251)  共十五年
� 內容：以《髙麗藏》的續雕本為底本、另以“丹本”即

《契丹藏》 (《遼藏》)和“宋本”即《開寶藏》本作校
本。



以上為天~英480帙
開元錄入藏部分

以下是分歧的部分

《高麗藏》再雕本
The 3rd edition

1236~1251



南禪寺初雕本

現存再雕本
高麗大藏經研究所



總版數：812558  雙面刻字
1511經，6802卷

一版：23行、14字、 雙面=644字
總字數：812558版 X644字 = 52,382,960字

數據來源~高麗大藏經研究所



《趙城金藏》研究



《金藏》雕印的年代為為為為
皇統九年（1149）

修復前後
《趙城金藏》

http://www.igalang.com/content/201111091389

• 官刻

• 私科



緣起緣起緣起緣起 -- 《金藏》的故事

趙渢碑
潞州長子縣崔進之女，名法珍法珍法珍法珍，自幼好道，年十三歲斷年十三歲斷年十三歲斷年十三歲斷
臂出家臂出家臂出家臂出家。。。。嘗發誓願雕造藏經嘗發誓願雕造藏經嘗發誓願雕造藏經嘗發誓願雕造藏經，，，，垂三十年垂三十年垂三十年垂三十年，，，，方克有成方克有成方克有成方克有成。

大定十有八年（1178年），始印經一藏進於朝。奉敕
旨，令左右街十大寺僧，香花迎經，於大聖安寺安置。
既而宣法珍，見於宮中尼寺，賜坐設齋。法珍奏言：
『臣所印藏經，已蒙聖恩，安置名剎。所造經板，亦願
上進。庶得流布聖教，仰報國恩。』奉詔許之奉詔許之奉詔許之奉詔許之，，，，乃命聖乃命聖乃命聖乃命聖
安寺為法珍建壇安寺為法珍建壇安寺為法珍建壇安寺為法珍建壇，，，，落髮受具落髮受具落髮受具落髮受具，，，，為比丘尼為比丘尼為比丘尼為比丘尼。仍賜錢千萬，
洎內閤五百萬，起運經板。至二十一年（1181年）進到
京師。其所進經板凡一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三，計陸千陸千陸千陸千
九百八十為卷九百八十為卷九百八十為卷九百八十為卷。…

-- 從〈最初敕賜弘教大師雕藏經板院記〉談起
《金藏》新資料考 -- 李際寧1996

(CBETA, ZW03, no. 32, p. 449, a15-p. 450, a4)



趙渢碑

昔潞州長子縣崔進之女法珍，年一十三歲，斷臂出家。發大誓願，雕藏經板，垂三十
年，方刻有成。大定十有八年，始印一藏進於朝。敕旨迎經於大聖安寺，建壇受具
為比丘尼。仍賜錢千萬，洎內閤錢五佰萬起運經板。至二十一年至京師。其所進經
板凡一十六萬八千一佰一十三面，為卷六千九百八十。敕命有司選通經沙門道遵等
五人教正。二十三年賜法珍紫衣賜法珍紫衣賜法珍紫衣賜法珍紫衣，，，，敕號弘教大師敕號弘教大師敕號弘教大師敕號弘教大師。其協力雕造經板楊惠溫七十二
人，並給戒牒，許禮弘教大師為師。仍置經板於大昊天寺安奉，遂流通焉。然其舊
經率多繕寫，故教完具為難。

今弘教大師備修苦行，以刊鏤藏經為本願，於劉法善等五十餘人，亦皆斷
臂，燃臂燃指，刳眼割肝。至有捨家產、鬻男女者，助修經板勝事，始終三
十年之久，方得成就。嗚呼，可謂難也哉。….

今善恢自思，往昔弘教大師，自幼以清淨堅固勇猛之心，斷臂設誓，刊刻藏板，數及
二十萬，始終三十餘年方得成就，實為世間第一希有功德。此其所以成難成之功也
耶。因而刊之，使後觀其所由，不昧初因者也。

時永樂九年歲次辛卯仲秋吉杭州仙林講寺祗殿善恢謹題

(CBETA, ZW03, no. 32, p. 451, a11-p. 452, a8) 
《《金藏》新資料考》「最初雕造大藏經板」



山西 趙城縣 廣勝寺
飛虹琉璃塔 和《趙城金藏》

1949年4月華北人民政府將4300余卷《趙城金藏》調撥北平圖書館
http://www.nlc.gov.cn/newzqwqhg/wmsw/html/03_02nlc01.htm



《金藏》的發現

• 西元1933年范成法師赴山西，發現晉省趙城縣
太行山廣勝寺四大櫥古板藏經，卷軸式裝訂。
(現存於北京圖書館)

• 1959年於西藏薩迦北寺發現了31種555卷蒙古
太宗時期的補雕的殘卷。
(現存放於北京民族宮)

• 北京國家圖書館有三卷金藏存本
(現存於北京圖書館)



趙城金藏殘卷
華嚴經



編印緣起

大陸版大陸版大陸版大陸版

1982中國社科院任繼愈所長倡
議，重編《中華大藏經》，被列
中國古籍整理出版規畫重點項目

以國家力量以國家力量以國家力量以國家力量編輯一部迄今最完善
大藏經版本。

1982年年年年7月正式開始。

成立”中華大藏經編輯局”

以以以以《《《《趙城金藏趙城金藏趙城金藏趙城金藏》》》》為底本為底本為底本為底本

台灣版台灣版台灣版台灣版

1953年蔡運辰發表提出《編印藏
經的再建議》，以《中華大藏經》

為名，正式提出重編藏經計畫。

1954年屈映光居士發起居士發起居士發起居士發起，徵集贊
助者。10月簽名達210人

1955年年年年成立”修訂中華大藏經”

編輯編輯編輯編輯 歷代藏經歷代藏經歷代藏經歷代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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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宋 元 明 清

Edo jidai



分類與編排
• 正藏（1～55）、

續藏（56～84, 85）
圖像（12冊）、目錄（3冊）。

• 除了圖像和目錄之外，可分為：翻譯
印度經典部分、中國佛教著述部分、
日本佛教著述部分。

• 打破以往藏經目錄編排方法，
依產生、流傳時代作排序，
是一種全新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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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3開始刊刻)依《高麗
藏》刊編《大藏目錄》，
作為一切經刊刻的目錄。

(1648完成)以《資福
藏》為定本，《普寧
藏》為校本。

(1681完成)為明《嘉興
藏》的覆刻，目錄與明
《北藏》相同。

(1885出版完成)以《高麗
藏》為底本， 《資福
藏》、 《普寧藏》、 《嘉
興藏》為校本。目錄同
《閱藏知津》。

(1912續藏完成)依忍澂
對校過麗藏的明本作底
本，目錄則參考《北
藏》、《大藏目錄》、
《縮刻藏目錄》。

(1934完成)以《高麗藏》
為底本，廣校其他藏經版
本及寫本。編目則屬創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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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金藏文寫本龍藏經-清朝康熙皇帝派人寫造的一部藏文大藏經清朝康熙皇帝派人寫造的一部藏文大藏經清朝康熙皇帝派人寫造的一部藏文大藏經清朝康熙皇帝派人寫造的一部藏文大藏經泥金藏文寫本龍藏經-清朝康熙皇帝派人寫造的一部藏文大藏經清朝康熙皇帝派人寫造的一部藏文大藏經清朝康熙皇帝派人寫造的一部藏文大藏經清朝康熙皇帝派人寫造的一部藏文大藏經



Prof.  Lew Lancaster



開寶藏

1.開寶藏 � 高麗藏 � 大正藏

2.開寶藏� 趙城金藏 � 中華大藏經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evolve over the centuries and into the modern time

開寶藏開寶藏開寶藏開寶藏

高麗藏高麗藏高麗藏高麗藏 趙城金藏趙城金藏趙城金藏趙城金藏

大正藏大正藏大正藏大正藏 中華大藏經中華大藏經中華大藏經中華大藏經

CBETA



The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evolve over the centuries and

into the modern time :

Digital Tripitaka
數位藏經的編輯數位藏經的編輯數位藏經的編輯數位藏經的編輯

http://www.cbeta.org/download/sticker/disk-s.gif



• Thanks DDBC class 2012 students 
for drawing the charts and adding 
some of the materials into this ppt~

Am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