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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近二十多年來，臺灣民眾對於宗教活動的投入，有明顯熱絡的趨勢。以

佛教方面來看，社會上學佛的風氣日益興盛，佛教信仰也一改往昔給人

迷信、消極的印象，而呈現出一股關懷社會、慈悲濟世的清流力量。在

佛教信仰的活動中，除了弘法傳教的各種法會、講座相當盛行之外，信

眾對於閱讀佛書的興趣，學者從事佛學研究的需求，也日漸增多。可



是，一般圖書館在佛教典籍方面的收藏，並不是很充足，因此專門典藏

佛教書籍的佛教圖書館，在此時更受到佛教徒們的重視與依賴。民國七

十九年以後，臺灣地區的佛教圖書館，不管在質或量方面，都有不同凡

響的表現，因而引發了筆者的興趣，撰寫本論文以研究臺灣佛教圖書館

發展之來龍去脈。 在論文第一章之首，先說明本研究的動機和目的，以

及透過研究想要解答的各種問題。再來，解釋本研究所採取的研究方法

和步驟，即主要以歷史研究法為主軸，而以電話調查法、質的訪談法為

輔助，依序地進行資料蒐集和論述分析之工作。接著，為使研究工作順

利進行，所以預先設定了本研究的範圍及限制。而本章的最後，則是關

於論文中所使用的重要名詞之定義和解釋，以使本論文之述說能更加明

確與流暢。 第二章，為簡介我國古代佛教圖書館的事業，亦即古代寺院

藏書的經營管理之回顧。寺院藏書，乃中國藏書史上的重要體系之一，

本章係以宏觀的視角，加上史料的引證，來論述佛教寺院藏書的概況。

首先，探討寺院藏書典藏的範圍，以及經書徵集的途徑。其次，說明寺

院藏書的典藏方式，特別是帙號法的演變，還有經書的維護工作。再

來，便是以寺院清規為研究主軸，介紹寺院藏書管理之職務──藏主的

職責，和各種清規中關於藏書借閱的規則。而本章結尾，便是討論寺院

藏書的功能，以呈現出我國古代佛教寺院藏書文化的整體風貌。 為了要

一探究竟臺灣佛教圖書館發展之起源，則務必對近代中國佛教和日據時

代臺灣佛教的發展，深入瞭解與分析，因此第三章開始，先進行我國近

代佛教圖書館提倡與發展之研究。清末民初以來，中國佛教在「廟產興

學」風潮的脅迫下，促使僧侶和居士們力圖振作與革新，而逐漸改變以

往明清佛教之頹勢，呈現出全新的風貌。而以筆者之所見，認為帶動民

初佛教復興的眾多因素中，與佛教圖書館發展息息相關者，有佛學教育

的興起、佛教書刊的出版、居士社團的崛起等三項。不過，除上述三項

因素給予了近代佛教圖書館發展的良好條件外，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

發展，以及僧侶、居士們對於設立佛教圖書館之倡議，更是直接促使佛

教圖書館快速地成長。接下來，筆者即試舉當時最著名的四間佛教圖書

館，介紹其成立和設置之概況。本章之末，即分析近代佛教圖書館發展

之成果，和佛教圖書館現代化轉型之趨向，以尋找光復後臺灣佛教圖書

館發展受其影響之關鍵所在。 第四章，主要為考察臺灣佛教圖書館發展

之歷程，此乃本論文之重心所在。首先，簡述明鄭至日據時代的臺灣佛

教史。接著，則探討光復後五十多年來臺灣佛教的變遷，除了瞭解在各

時期中佛教的轉變與特質外，並特別敘述臺灣佛學教育和佛書出版兩者

之發展。再來則依筆者之觀察，整理出促使臺灣佛教圖書館蓬勃發展的

主、客觀環境等各項因素。在掌握這些歷史的背景因素後，筆者乃從龐

雜的文獻記載中，對臺灣佛教圖書館發展之歷程，做有系統的整理與分

期，即：一、醞釀時期：日據時代至民國四十六年止；二、萌芽時期：

民國四十七年至六十七年止；三、成長時期：民國六十八年至七十八年

止；四、繁榮時期：民國七十九年起；並介紹此四個時期各種發展之實

況，呈現出佛教圖書館在臺灣所走過的歷史歲月與痕跡。 在考察了臺灣

佛教圖書館發展歷程之後，第五章則主要是運用電話調查和質的訪談等

方法，進行對臺灣佛教圖書館整體現況之分析。接著，更進一步說明臺

灣佛教圖書館至今最重要的經營成果，也就是積極地參與佛教弘法及教



化事業，以及館際合作修訂中國佛教圖書分類法。透過以上的分析所

得，而後再論述臺灣佛教圖書館的各種功能，並闡述臺灣佛教圖書館經

營之優勢與難處。 綜合本論文二至五章的研究成果後，於第六章提出結

論與建議，以作為佛教圖書館未來經營理念之參考依據，最後並期望臺

灣各地的佛教圖書館都能達到其社會教育的職責與佛教教化的目的。  

摘要

(英) 

In recent years Taiwanese are interested in religion much more than twenty years 

ago. As for Buddhism, more and more Buddhists are eager to read and to study 

books on Buddhism, but there is a problem that most libraries don’t have enough 

collection of Buddhism. However,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 Buddhist library 

in Taiwan has changed obviously in the 90’s,which attracts me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libraries in Taiwan. In chapter one, I would start with my 

motives; purpose and the problem for investigation, then to explain why I choose 

historical survey as my main study method; and telephone survey as well as 

quantity interview is supportive one. In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I will give the 

definition and explanation of some important terms in this study. In chapter two, I 

would give a summa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Buddhism libraries, 

namely, a brief history of the management of ancient temple library. Because 

temple librar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ystems in Chinese library history, will 

generally discuss the ancient temple library in terms of macroscopic study 

furnishing with historical documents. First of all, my focus is on the category of the 

collection in temple library and how do the temple library acquire it. Second, 

explaining how the monks deal with their collection, especially the history of call 

number,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Tripitak. Third, I will use temple norms as 

principal to introduce the duty of temple library management such as the job of the 

Cang-zhu (藏主)--the library director, and the rules of books circulation. At last, in 

order to show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cultur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temple library, 

the function of temple library will be discussed completely. To realize the origin of 

Buddhist library in Taiwan, it is necessary to searc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and the Taiwan Buddhism in colonial era, which I would 

discuss in chapter three and four. In chapter three, I will point out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library resulted from the movement of “Miao-chan Hsing-hseh 廟產

興學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with temple property)”. It also influenced the 

rise of modern Buddhist education, the publishing of Buddhist book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society of lay Buddhist. In the following part, I will take four 

famous modern Buddhist libraries as examples to analysis the development, 

achievement and change of Buddhist libraries. My main points lie in chapter four. 

In the beginning I will introduce the history of Taiwan Buddhism in the Period of 

Japanese Dominance, then to discuss the transition of Taiwan Buddhism after 

Taiwan’s Restoration. In addition to find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I will also notice the Taiwan Buddhist education at that tim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shing of Buddhist books. Based on th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s of Taiwan Buddhist Libraries, along with 

some fragment documents, I would divide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Buddhist 

Libraries into four periods. The brewing period, from the colonial era to 1957; the 



embryo period, from 1957 to 1978; the growing period, from 1979 to 1989; the 

florescence period, began from 1990. In terms of telephone survey and quantity 

interview, I would analysis the situation of present Taiwan Buddhist libraries. 

Further, I will explain two mainly achievements of modern Taiwan Buddhist 

libraries: the librarian not only participated the business of education and 

propagation of Buddhism actively, but also revised the new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Buddhist libraries through library cooperation.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above 

statements I will reveal the functions of Taiwan Buddhist libraries and explicate 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them. At last, I would pose my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s for operating the Buddhist libraries in the future. Wishing those Taiwan 

Buddhist libraries in every area can achieve the goal of social and Buddhist 

e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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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尹章義。「佛教在臺灣的開展(1661-1895 A.D.)」。江燦騰、龔鵬程

主編。臺灣佛教的歷史與文化。臺北市：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國際佛

學研究中心，民 83 年。 內政部統計處編。中華民國八十一年臺灣地區宗

教團體調查報告。臺北市：內政部統計處，民 82 年。 內政部編。宗教簡

介。臺北市：內政部，民 80 年。 (宋)文彥博。「永福寺藏經記」。(清)徐

品山修；(清)陸元鏸纂。介休縣志。卷 12。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

434。第 4 冊。臺一版。臺北市：成文，民 65 年。 方立天。中國佛教與

傳統文化。中國人叢書 8。臺北市：桂冠，民 79 年。 方廣錩。佛教大藏

經史：八∼十世紀。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1991 年。 ───。佛教典

籍百問。宗教文化叢書 5。二版。高雄縣：佛光，民 81 年。 王世偉。

「論徐家匯藏書樓的創建及其變遷──紀念徐家匯藏書樓創建 150 周年暨

徐家匯藏書樓落成 100 周年」。黃建國、高躍新合編。中國古代藏書樓研

究。北京市：中華書局，1999 年。 王世慶整修。臺灣省通誌。第 2 卷：

人民志宗教篇。第 1 冊。臺北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 60 年。 王見

川、李世偉合著。臺灣的宗教與文化。臺北縣：博揚文化，民 88 年。 王

見川等編。臺灣佛教史年表──日據篇。試刊本。桃園縣：圓光佛學研

究所，民 88 年。 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北京市：中華，1984 年。 

王順民。宗教福利。臺北市：亞太圖書，民 88 年。 王靜蓉。「中國盲人

佛教文化中心──訪蓮懺法師」。楊國連編。佛門人物訪談錄：法師

篇。臺北市：菩提長青，民 82 年。 冉雲華。「太虛大師與中國佛教現代

化」。中國佛教文化研究論集。臺北市：東初，民 79 年。 (唐)白居易。

「東林寺白氏文集記」。(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676。重編影印全唐

文及拾遺。第 3 冊。臺北市：大化，民 76 年。 ───。「香山寺新修經

藏堂記」。(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676。重編影印全唐文及拾遺。第

3 冊。臺北市：大化，民 76 年。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

石記」。(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676。重編影印全唐文及拾遺。第 3

冊。臺北市：大化，民 76 年。 ───。「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676。重編影印全唐文及拾遺。第 3 冊。臺北

市：大化，民 76 年。 (清)石韞玉。「靈隱藏經碑」。(清)潘衍桐撰。靈隱

書藏紀事。武林掌故叢編。第 10 冊。臺北市：台聯國風，民 56 年。 (元)

吉剌實思。「捨田看閱大藏經誌」。(明)李翥輯。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

寺志。卷 7。武林掌故叢編。第 1 冊。臺北市：台聯國風，民 56 年。 如

嚴編錄。回歸蓮花的故鄉。四版。臺南市：和裕，民 87 年。 朱其昌。世

界佛教通信錄。十五版。臺北市：法輪雜誌社，民 89 年。 ───。世界

佛教通訊錄。十四版。臺北市：法輪雜誌社，民 87 年。 朱其麟主編。臺

灣佛教名剎。前部。臺北縣：華宇，民 77 年。 ───。臺灣佛教名剎。

後部。臺北縣：華宇，民 77 年。 朱斐。朱斐居士文集。臺北市：慧炬，

民 81 年。 朱鏡宙。詠莪文錄。增訂版。臺中市：朱氏詠莪堂，民 65

年。 江燦騰。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臺北市：南天，民 90 年。 

───。臺灣佛教文化的新動向。臺北市：東大圖書，民 82 年。 

───。臺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臺北市：南天，民 85 年。 ───。臺

灣當代佛教。臺北市：南天，民 86 年。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編。佛光山開

山 30 週年紀念特刊。高雄縣：佛光，民 86 年。 ───。佛光山開山廿



週年紀念特刊。高雄市：佛光，民 76 年。 佐藤達玄著；釋見憨等譯。戒

律在中國佛教的發展。下冊。嘉義市：香光書鄉，民 86 年。 吳晞。從藏

書樓到圖書館。北京市：書目文獻，1996 年。 吳堯峰。宗教法規十講。

高雄縣：佛光，民 81 年。 吳麗娜。「李雪廬炳南先生研究」。國立中興

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民 86 年 7 月。 呂有祥。「太虛法師與武昌

佛學院」。霍韜晦編。太虛誕生一百週年國際會議論文集。香港：法

住，1990 年。 呂澂。「佛學研究和支那內學院」。黃夏年編。呂澂集。

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院，1995 年。 宋光宇。宗教與社會。臺北市：東

大圖書，民 84 年。 宋建成。「清代圖書館事業發展史」。私立中國文化

學院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61 年 6 月。 ───。中華圖書館協會。

臺北市：臺灣育英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 69 年。 李世傑。佛教圖書分

類法。臺北市：臺灣佛教月刊社，民 51 年。 (清)李仙根。「迦葉殿藏經

記」。(清)師範纂。滇繫。冊 5。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 139。第 3

冊。臺一版。臺北市：成文，民 57 年。 李利安。「從康寄遙西安弘法看

佛教未來前途之開展」。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編。1993 年佛學研

究論文集：佛教未來前途之開展。臺北縣：佛光，民 87 年。 李松。「北

京法海寺」。張曼濤編。中國佛教寺塔史志。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59。臺

北市：大乘文化，民 66 年。 李炳南。「籌建臺中圖書館樂捐啟文」。李

炳南老居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李炳南老居士全集：雪廬寓臺文存詩文

類之四。二版。臺中市：青蓮，民 80 年。 李家駒。「我國古代圖書典藏

管理的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75 年 6

月。 李添春。臺灣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臺北市：臺灣省文獻委員

會，民 45 年。 (宋)李誡撰。營造法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3 冊

史部政書類。臺北市：臺灣商務，民 72 年。 李曉雯等編。全球佛教通訊

指南。臺南市：和裕，民 86 年。 (元)李謙。「元洞林寺藏經記」。(清)方

履籛編。金石萃編補正。卷 4。金石萃編續編二十一卷補正四卷。二版。

臺北市：台聯國風，民 62 年。 沈去疾。印光法師年譜。成都市：天地，

1998 年。 辛廣偉。臺灣出版史。石家莊：河北教育，2000 年。 阮仁澤、

高振農合編。上海宗教史。上海市：上海人民，1992 年。 (清)阮元。

「杭州靈隱書藏記」。(清)潘衍桐撰。靈隱書藏紀事。武林掌故叢編。第

10 冊。臺北市：台聯國風，民 56 年。 阮靜玲。「臺灣地區佛教圖書分類

探析」。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民 87 年 6 月。 周宣

德。「慧炬與大專青年學佛活動──『慧炬』二十四年來的回顧」。周

邦道主編。淨盧佛學文叢。增訂版。臺北市：慧炬，民 75 年。 周駿富。

「中國圖書館簡史」。中國圖書館學會出版委員會編。圖書館學。三

版。臺北市：臺灣學生，民 72 年。 林雯雯。「臺灣佛教女性出家眾資訊

尋求行為之探討」。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民 90 年

1 月。 林慮山。「北宋開寶藏 大般若經初印本的發現」。張曼濤編。大

藏經研究彙編。下冊。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17。臺北市：大乘文化，民 66

年。 牧田諦亮著；余萬居譯。中國佛教史（下）。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45。臺北縣：華宇，民 74 年。 南投縣政府民政局。南投縣寺廟名錄。南

投市：南投縣政府民政局，民 86 年。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臺九版。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 77 年。 ───。目錄學。人人文庫 1652、1653。

臺三版。臺北市：臺灣商務，民 69 年。 (唐)姚思廉撰。梁書。臺一版。



臺北市：鼎文，民 64 年。 姚麗香。「臺灣地區光復後佛教出版刊物的內

容分析──佛教文化思想變遷初探」。江燦騰、龔鵬程主編。臺灣佛教

的歷史與文化。臺北市：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國際佛學研究中心，民

83 年。 施德昌。臺灣佛教名蹟寶鑑。臺中：臺中民德寫真館，昭和 16

年。 洪金蓮。太虛大師佛教現代化之研究。中華佛學研究所論叢 3。臺

北市：東初，民 84 年。 洗心。「沈痛的回憶」。釋廣定輯。印光法師紀

念文集。增訂印光大師全集。第 7 冊。二版。臺北市：佛教，民 75 年。 

胡幼慧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臺北市：巨

流，民 85 年。 胡述兆總編。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臺北市：漢

美，民 84 年。 胡道靜。「外國教會和外國殖民者在上海設立的藏書樓和

圖書館」。李希泌、張椒華合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

秋至五四前後。北京市：中華，1982 年。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佛

教圖書分類法 1996 年版。佛教圖書分類法編訂小組序。嘉義市：香光書

鄉，民 85 年。 ───。佛教圖書分類法 1996 年版。嘉義市：香光書

鄉，民 85 年。 ───。佛教圖書分類法 1996 年版。釋悟因序。嘉義

市：香光書鄉，民 85 年。 ───。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現藏佛學相關期

刊聯合目錄。嘉義市：香光書鄉，民 85 年。 (明)徐宏祖。徐霞客遊記。

第四冊。萬有文庫薈要 992。臺一版。臺北市：臺灣商務，民 54 年。 徐

建華。「中國古代佛教寺院藏書若干問題研究」。黃建國、高躍新合

編。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北京市：中華書局，1999 年。 徐清祥、王國

炎合著。歐陽竟無評傳。國學大師叢書 20。南昌市：百花洲文藝，1995

年。 財團法人正德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人間大愛偉哉正德：正德行善

十年回顧。高雄縣：財團法人正德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民 89 年。 高振

農。佛教文化與近代中國。上海市：上海社會科學院，1992 年。 高淑玲

主編。跨世紀的悲欣歲月：走過臺灣佛教五十年寫真。臺北市：佛光，

民 85 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臺閩地區圖書館統計名錄（中華民國八十

年）。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民 82 年。 ───。臺閩地區圖書館暨

資料單位名錄（中華民國八十三年）。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民 84

年。 ───。臺閩地區圖書館調查錄（中華民國七十四年）。臺北市：

國立中央圖書館，民 77 年。 張十慶。五山十剎圖與南宋江南禪寺。南京

市：東南大學，2000 年。 (清)張之洞。「勸學篇」。王樹?編。張文襄公

（之洞）全集。卷 203。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482。臺北縣：文海，民 55

年。 張少齊。琉璃室文集。臺北縣：佛教文化服務處，民 52 年。 張文進

主編。臺灣佛教大觀。臺中縣：正覺，民 46 年。 張宗載等著。「北京佛

化新青年會通電」。范古農編。海潮音文庫：文選。冊下。精裝第 23

冊。二版。臺北市：新文豐，民 74 年。 張勇。傅大士研究。中華佛學研

究所論叢 19。臺北市：法鼓文化，民 88 年。 張曼濤等著；余萬居譯。東

亞佛教概說。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56。臺北縣：華宇，民 74 年。 張樹三。

專門圖書館管理。台北市：曉園，民 77 年。 張錦郎、黃淵泉合編。中國

近六十年來圖書館事業大事記。臺北市：臺灣商務，民 63 年。 張謇。

「古越藏書樓記」。李希泌、張椒華合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

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北京市：中華，1982 年。 曹仕邦。中國沙門外

學的研究：漢末至五代。中華佛學研究所論叢 2。臺北市：東初，民 83

年。 梁啟超。「佛家經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張曼濤編。佛教目錄



學述要。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40。臺北市：大乘文化，民 66 年。 ───。

清代學術概論。人人文庫 44。臺一版。臺北市：臺灣商務，民 55 年。 梁

湘潤、黃宏介合編。臺灣佛教史。二版。臺北市：行卯，民 84 年。 淨心

弘法會。全省佛學視聽圖書館目錄。高雄市：淨心弘法會，出版年不

詳。 現代?教を知る大事典編集委員會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

譯。現代日本佛教教育與文化。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54。出版前言。臺北

縣：華宇，民 75 年。 莊麗蘭。「臺灣光復後公共圖書館的發展史」。私

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圖書文物組，碩士論文，民 76 年 6 月。 莊耀

輝。「唐代佛書分類與現代佛學圖書分類之比較研究」。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78 年 5 月。 許令華。我國科技性專門圖

書館與其母機構關係之研究。臺北市：漢美，民 79 年。 許晚成。全國圖

書館調查錄。上海市：龍文書店，民 24 年。 郭麗玲。我國視障圖書館研

究。臺北市：師大書苑，民 84 年。 陳士強。佛典精解。臺北市：建宏，

民 84 年。 陳友民。「佛書分類探源」。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佛教

圖書分類法 1996 年版。嘉義市：香光書鄉，民 85 年。 陳秀蓉。「戰後

臺灣寺廟管理政策之變遷（1945-199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

所，碩士論文，民 87 年 6 月。 陳秋萍編校。中華佛教寺院通訊錄。臺北

縣：世佛雜誌社，民 85 年。 陳曼玲。「都市地區佛教團體活動多元化及

選擇性提供模式之探索性分析──以臺北市為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82 年 10 月。 陳援庵。中國佛教史籍概論。臺

北市：新文豐，民 72 年。 ───。明季滇黔佛教考。臺一版。臺北市：

彙文堂，民 76 年。 陳瑞堂。臺灣寺廟法律關係之研究：司法行政部六十

一年度研究發展項目研究報告。臺北市：司法行政部秘書室，民 63 年。 

陳榮捷著；廖世德譯。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臺北市：文殊，民 76 年。 

陳錫璋。鼓山湧泉寺掌故叢譚。臺南市：智者，民 86 年。 麻天祥。晚清

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上卷。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29。臺北市：文

津，民 81 年。 曾?賢。「日據時期（一八九五∼一九四五）臺灣區公共圖

書館事業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75 年 6

月。 游有維。上海近代佛教簡史。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1988 年。 湯

用彤。隋唐及五代佛教史。臺北市：慧炬，民 75 年。 湯雪筠。「廣州佛

教閱經社宣言」。范古農編。海潮音文庫：論文集。冊上。精裝第 21

冊。二版。臺北市：新文豐，民 74 年。 無著道忠撰。禪林象器箋。上

冊。現代佛學大系 6。臺北縣：彌勒，民 71 年。 馮陳祖怡。上海各圖書

館概覽。上海市：中國國際圖書館，民 23 年。 馮維軍。「韋棣華與中國

圖書館事業的發展」。私立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65

年 6 月。 黃敏枝。「關於宋代寺院的轉輪藏」。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

金會編。1995 年佛學研究論文集：佛教現代化。高雄縣：佛光，民 85

年。 黃運喜。「唐代中期的僧伽制度：兼論與其當代社會文化之互動關

係」。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 86 年 6 月。 黃維

憲。變遷中臺省寺廟的社會福利服務。臺北市：五南，民 79 年。 (清)楊

文會。「釋氏學堂內班課程芻議」。洪啟嵩、黃啟霖主編。楊仁山文

集。當代中國佛教大師文集 1。臺北市：文殊，民 76 年。 楊國連、呂秋

豐合編。臺灣佛寺導遊：大臺北地區（下）。第 2 冊。臺北市：菩提長

青，民 79 年。 ───。臺灣佛寺導遊：大臺北地區（上）。第 1 冊。臺



北市：菩提長青，民 78 年。 楊國連主編。臺灣佛寺導遊：中部地區

（下）。第 6 冊。臺北市：菩提長青，民 84 年。 ───。臺灣佛寺導

遊：桃竹苗地區（上）。第 3 冊。三版。臺北市：菩提長青，民 81 年。 

楊國樞等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上冊。十三版。臺北市：東華，

民 78 年。 楊鴻烈。歷史研究法。臺北市：華世，民 64 年。 溫金柯。

「臺灣居士佛教的展望」。江燦騰、龔鵬程主編。臺灣佛教的歷史與文

化。臺北市：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國際佛學研究中心，民 83 年。 萬金

川、郭忠生監修。德妙佛學資料中心圖書目錄。第 1 輯。郭忠生序。南

投縣：正觀，民 82 年。 葉芳佐編錄。回歸蓮花的故鄉。二版。臺南市：

和裕，民 85 年。 ───。回歸蓮花的故鄉。三版。臺南市：和裕，民 86

年。 (宋)葉夢得。建康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9 冊集部別集

類。臺北市：臺灣商務，民 72 年。 漢章。「近代宗教書籍之流布」。台

聯國風出版社編。叢書刊刻源流考：中和書目論文集。中和月刊論文選

集。第 4 輯。臺北市：台聯國風，民 63 年。 臺灣佛教名剎編印委員會

編。臺灣佛教名剎。第 1 集。臺北縣：華宇，民 60 年。 ───。臺灣佛

教名剎。第 2 集。臺北縣：華宇，民 61 年。 ───。臺灣佛教名剎。第

3 集。臺北縣：華宇，民 62 年。 ───。臺灣佛教名剎。第 4 集。臺北

縣：華宇，民 63 年。 臺灣佛學院志編纂組纂修。臺灣佛學院志。參：中

華佛教學院志。嘉義市：香光書鄉，民 86 年。 ───。臺灣佛學院志。

壹：福嚴佛學院志。嘉義市：香光書鄉，民 83 年。 ───。臺灣佛學院

志。貳：圓光佛學院志。嘉義市：香光書鄉，民 84 年。 臺灣省政府民政

廳編。宗教禮俗法令彙編。臺北市：臺灣省政府民政廳，民 80 年。 艋舺

龍山寺全志編纂委員會編。艋舺龍山寺全志。臺北市：黃玉對，民 40

年。 劉振明、梁朝玉合著。「九華山藏經樓佛經保護之謎」。中國檔案

學會編。海峽兩岸檔案學術交流會論文集：中國檔案學會代表團。北京

市：中國檔案學會，1998 年。 (唐)樓穎撰。善慧大士語錄。大藏新纂卍

續藏經。第 69 冊諸宗著述部。臺北市：白馬精舍，出版年不詳。 歐用

生。質的研究。臺北市：師大書苑，民 78 年。 蔡日新。中國佛教復興之

父：楊仁山居士評傳。臺北縣：圓明，民 87 年。 蔡運辰。如是庵學佛賸

語。第 1 冊：印藏及修藏類。臺北市：新文豐，民 72 年。 鄧子美。傳統

佛教與中國近代化：百年文化沖撞與交流。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1994

年。 盧荷生。「四十年來臺灣的圖書館學教育」。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學系編。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教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國立臺灣大

學圖書館學系，民 82 年。 ───。中國圖書館事業史。臺北市：文史

哲，民 75 年。 戴儉。禪宗寺院建築布局初探。臺北市：明文，民 80

年。 謝灼華等著。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臺北市：天肯文化，民 84 年。 

鍾福山總編。全國性宗教團體名錄。臺北市：內政部，民 83 年。 鍾瓊

寧。「行道在家：民初的上海佛教居士（1912-1937）」。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86 年 6 月。 瞿海源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

第 3 卷：住民志宗教篇。第 1 冊。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 81

年。 藍吉富。二十世紀的中日佛教。臺北市：新文豐，民 80 年。 

───。佛教史料學。臺北市：東大，民 86 年。 藍吉富主編。中華佛教

百科全書。臺南縣：中華佛教百科文獻，民 83 年。 嚴文郁。中國圖書館

發展史：自清末至抗戰勝利。臺北市：中國圖書館學會，民 72 年。 嚴耕



望。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臺北市：聯經，民 80 年。 蘇晉仁。佛教文化

與歷史。北京市：中央民族大學，1998 年。 釋大醒。「中國佛教會之組

織」。大醒法師遺著編輯委員會編。大醒法師遺著。臺北市：海潮音

社，民 52 年。 ───。「這三年的閩南佛學院：民十七年八月至二十年

七月」。大醒法師遺著編輯委員會編。大醒法師遺著。臺北市：海潮音

社，民 52 年。 釋元賢(明)。「寶善庵請大藏經疏」。(清)釋道霈編。永覺

元賢禪師廣錄。卷 17。大藏新纂卍續藏經。第 72 冊諸宗著述部。臺北

市：白馬精舍，出版年不詳。 釋太虛。「上海佛法僧園法苑之新建

設」。釋印順等編。太虛大師全書。精裝第 17 冊：制藏：制議。二版。

臺北市：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民 59 年。 ───。「太虛自傳」。

釋印順等編。太虛大師全書。精裝第 29 冊：雜藏：文叢。二版。臺北

市：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民 59 年。 ───。「世界佛學苑之佛法

系統觀」。釋印順等編。太虛大師全書。精裝第 1 冊：法藏：佛法總

學。二版。臺北市：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民 59 年。 ───。「世

界佛學苑圖書館開幕報告」。釋印順等編。太虛大師全書。精裝第 28

冊：雜藏：講演。二版。臺北市：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民 59 年。 

───。「去歐講學及經過之一班」。釋印順等編。太虛大師全書。精

裝第 28 冊：雜藏：講演。二版。臺北市：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民

59 年。 ───。「佛學院院董會略史」。釋印順等編。太虛大師全書。

精裝第 29 冊：雜藏：文叢。二版。臺北市：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

民 59 年。 ───。「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釋印順等編。太虛大師

全書。精裝第 29 冊：雜藏：文叢。二版。臺北市：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

員會，民 59 年。 ───。「東瀛采真錄」。釋印順等編。太虛大師全

書。精裝第 29 冊：雜藏：文叢。二版。臺北市：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

會，民 59 年。 ───。「整理僧伽制度論」。釋印順等編。太虛大師全

書。精裝第 17 冊：制藏：制議。二版。臺北市：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

會，民 59 年。 ───。「覺社宣言」。釋印順等編。太虛大師全書。精

裝第 31 冊：雜藏：文叢。二版。臺北市：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民

59 年。 釋巨贊。「臺灣行腳記」。黃夏年主編。巨贊集。當代中國佛教

大師文集。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1995 年。 釋印光。「印造經像

文」。印光法師文鈔。卷 4。增訂印光大師全集。第 1 冊。二版。臺北

市：佛教，民 75 年。 釋印順。「平凡的一生」。華雨香雲。妙雲集。第

23 冊。八版。臺北市：正聞，民 77 年。 ───。「佛書編目議」。教制

教典與教學。妙雲集。第 21 冊。八版。臺北市：正聞，民 77 年。 

───。太虛大師年譜。妙雲集。第 13 冊。七版。臺北市：正聞，民 77

年。 釋妙然編。民國佛教大事年紀。臺北市：海潮音雜誌社，民 84 年。 

釋來果撰。高旻寺客堂規約。禪宗全書。第 83 冊清規部。臺北市：文

殊，民 79 年。 ───。高旻寺丈室規約。禪宗全書。第 101 冊總目索

引、補遺。臺北市：文殊，民 79 年。 (宋)釋宗壽集。入眾日用。大藏新

纂卍續藏經。第 63 冊諸宗著述部。臺北市：白馬精舍，出版年不詳。 

(宋)釋宗賾集。重雕補註禪苑清規。大藏新纂卍續藏經。第 63 冊諸宗著

述部。臺北市：白馬精舍，出版年不詳。 釋東初。「了解臺灣佛教的線

索」。張曼濤編。臺灣佛教篇：中國佛教史專集之八。現代佛教學術叢

刊 87。臺北市：大乘文化，民 68 年。 ───。中國佛教近代史。下冊。



東初老人全集 1。四版。臺北市：東初，民 78 年。 ───。中國佛教近

代史。上冊。東初老人全集 1。四版。臺北市：東初，民 78 年。 

───。民主世紀的佛教．佛教文化之重新．蔣總統與佛教。東初老人

全集 5。臺北市：東初，民 75 年。 釋法舫。「一九三○年代中國佛教的

現況」。張曼濤編。民國佛教篇：中國佛教史專集之七。現代佛教學術

叢刊 86。臺北市：大乘文化，民 67 年。 釋南亭。「如何接引知識青年學

佛」。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委員會編。南亭和尚全集。第 10 冊：世學類：

教育．評論（一）。臺北市：華嚴蓮社，民 79 年。 釋倓虛。「中華佛教

圖書館開幕致詞」。釋能淨、釋曉雲重編。倓虛大師精華錄。臺北市：

原泉，民 72 年。 (明)釋通容述。叢林兩序須知。大藏新纂卍續藏經。第

63 冊諸宗著述部。臺北市：白馬精舍，出版年不詳。 (清)釋通問。「箬

菴禪師兩序規約」。(清)杭世駿撰。理安寺志。卷 6。武林掌故叢編。第

1 冊。臺北市：台聯國風，民 56 年。 (明)釋祩宏撰。雲棲共住規約。(明)

王宇春等編。景印蓮池大師全集（雲棲法彙）。第 4 冊。臺北市：中華

佛教文化館，民 62 年。 (唐)釋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大正新修大藏經。

第 55 冊目錄部。臺北市：白馬精舍，民 81 年。 釋虛雲。「鼓山湧泉禪

寺經板目錄序」。岑學呂編；大乘精舍增訂。虛雲老和尚法彙年譜增訂

本。臺北市：佛陀教育基金會，民 79 年。 釋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高

雄市：佛光，民 77 年。 ───。佛教史年表。臺北市：佛光，民 76

年。 釋慈航。「大慈正信會緣起」。慈航法師永久紀念會編。慈航法師

全集。第五編：菩提心影：雜俎篇。二版。臺北縣：慈航法師永久紀念

會，民 55 年。 ───。「重建大陸佛教的芻議」。洪啟嵩、黃啟霖主

編。慈航文集。當代中國佛教大師文集 10。臺北市：文殊，民 76 年。 釋

聖嚴。「今日的臺灣佛教及其面臨的問題」。張曼濤編。臺灣佛教篇：

中國佛教史專集之八。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87。臺北市：大乘文化，民 68

年。 ───。明日的佛教。二版。臺北市：東初，民 78 年。 ───。聖

嚴法師學思歷程。臺北市：正中書局，民 82 年。 釋道安。「一九五○年

代的臺灣佛教──民國三十八年至四十六年」。張曼濤編。臺灣佛教

篇：中國佛教史專集之八。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87。臺北市：大乘文化，

民 68 年。 (唐)釋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55 冊。臺北

市：白馬精舍印經會，民 81 年。 ───。續高僧傳。大正新修大藏經。

第 50 冊史傳部。臺北市：白馬精舍，民 81 年。 釋塵空。「民國佛教年

紀」。張曼濤編。民國佛教篇：中國佛教史專集之七。現代佛教學術叢

刊 86。臺北市：大乘文化，民 67 年。 (清)釋儀潤證義。百丈清規證義

記。大藏新纂卍續藏經。第 63 冊諸宗著述部。臺北市：白馬精舍，出版

年不詳。 (元)釋德煇編。敕修百丈清規。大藏新纂卍續藏經。第 63 冊諸

宗著述部。臺北市：白馬精舍，出版年不詳。 (梁)釋慧皎撰。高僧傳。大

正新修大藏經。第 50 冊史傳部。臺北市：白馬精舍，民 81 年。 釋禪

慧。禪慧法師文集（一）：論文選輯。增訂版。臺北市：三慧講堂，民

80 年。 釋寶靜。「上海居士林圖書館開幕法語」。寶靜法師法集。卷

下。寶靜大師全集。下冊。臺一版。臺北市：佛教，民 64 年。 釋續明。

「福嚴學舍三年──由成立到結業」。續明法師遺著編輯委員會編。續

明法師遺著。二版。臺北市：續明法師紀念會，民 60 年。 釋顯蔭。「世

界佛教居士林徵求圖書啟」。范古農編。海潮音文庫：文選。冊上。精



裝第 23 冊。二版。臺北市：新文豐，民 74 年。 闞正宗。臺灣佛教一百

年。臺北市：東大圖書，民 88 年。 闞正宗主編。臺灣佛寺導遊：中部地

區（上）。第 5 冊。臺北市：菩提長青，民 82 年。 ───。臺灣佛寺導

遊：桃竹苗地區（下）。第 4 冊。二版。臺北市：菩提長青，民 82 年。 

───。臺灣佛寺導遊：雲嘉地區。第 7 冊。臺北市：菩提長青，民 83

年。 ───。臺灣佛寺導遊：南投地區。第 8 冊。臺北市：菩提長青，

民 85 年。 ───。臺灣佛寺導遊：臺南地區。第 9 冊。臺北市：菩提長

青，民 86 年。 龔鵬程。年報：1996 龔鵬程年度學思報告。嘉義縣：南華

管理學院，民 86 年。 （二）期刊 「一月佛教」。覺生 15 期（民 40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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