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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從使用者的面向，探討我國佛學文獻檢索理論與

佛學文獻的檢索利用，藉此幫助佛學研究者瞭解傳統與現代佛學文獻的特

點，並有系統的論述其檢索利用的方法，以提高佛學文獻研究的效能。 

本論文首先建構文獻檢索之理論，分別就中、西方文獻檢索的歷史發展，

做深入淺出的探討，同時也回顧前人研究之古典佛經目錄的相關論著，以

及當代佛學參考資源的檢索利用之相關文獻。因此，本文試圖站在前人的

研究基礎之上，做較全面性的研究。 其次，探討中國傳統目錄中佛書的

分類，從漢武帝的獨尊儒術，相對於佛經的不受重視，此一現象反映在中

國傳統目錄中的佛書分類上。隨著佛經翻譯的盛行，佛經數量不斷地增

加，因而目錄學者發展出周密的分類目錄，呈現在歷代佛經目錄的分類

上。故筆者利用現存的佛經目錄，進一層分析傳統佛經目錄的分類體制，

期使佛學研究者在查檢利用時，依類查檢，迅速準確地找到所需資料。 

古典佛經目錄的查找利用是從事佛學研究最原始的基本資料，也是佛學研

究的根源。除此之外，研究者對於當代之各類型的佛學參考資源，如佛學

百科全書、佛學年鑑、年表、期刊論文索引、學位論文提要、電子資料庫

及網路資源之檢索策略與途徑，必須純熟運用方能確實掌握研究資源，有

助於深入佛學研究的領域。 最後，就臺灣地區的佛學期刊文獻，選擇常

用的佛學期刊，整理分析其創刊源流與登載內容性質，並說明紙本期刊電

子化情形，以供使用者查找佛學期刊資料。 透過本研究，使佛學研究者

在選擇佛學文獻資源時，可節省大量盲目蒐尋的時間，從而迅速找到切合

自己需要的資料。  

摘

要

(英) 

ABSTRACT By applying the Buddhistic literature retrieval theory, this study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lassical Buddhistic literature and modern 

one. It is expected that a systematical discussion of the retrieval methods in this field 

will help the Buddhistic scholars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using the Buddhistic 

literature. The thesis starts it discussion by constructing some Buddhistic document 

retrieval theories. A literature review of previous Chinese and Western retrieval 

methods is used to examine how the Buddhistic classics have been analyzed in the 

past decade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study starts from the discussion of Chinese 

conventional bibliography in the Buddhistic documents. A neglect of Buddhistic 

classic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hegemony starting from Han Dynasty, is 

reflected in the bibliographical system. However, as the volume of the Buddhistic 

classics and their translations was increasing, a detailed cataloging system had been 

developed. Through this system, the scholars could access the documents in a more 

accurate and efficient way. Using the classical cataloging system is the primary and 

beginning method in doing research on Buddhism. Nowadays, a variety of Buddistic 

resources are preserved in many formats, such as Buddhistic encyclopedia, 

Buddhistic annuals, Chronologies, Periodical Index,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Abstract Database, Academic Electronic Databases, and Internet Resources. To 

master search strategies and accesses in these resources is a key to an advanced 

study of Buddhism. This thesis ends with an analysis of Buddhistic hardcopy 

journals and electronic journals with an attempt to trace out how the traditional 

journals have been digitalized and accessed by the researchers. A systematical study 

of Buddhistic retrieval strategies, this study can help researchers have a better access 

to Buddhistic resources and develop a more efficient Buddhistic 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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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文

點

閱

次

數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11/3/3 

轉

檔

日

期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030540 2011.3.3 14:18 140.136.208.75 new 01 030540 2011.3.3 14:18 

140.136.208.75 new 02 030540 2011.3.3 14:18 140.136.208.75 new 03 030540 

2011.3.3 14:18 140.136.208.75 new 04 030540 2011.3.3 14:18 140.136.208.75 new 

05 030540 2011.3.3 14:18 140.136.208.75 new 06 030540 2011.3.3 14:18 

140.136.208.75 new 07 030540 2011.3.3 14:18 140.136.208.75 new 08 030540 

2011.3.3 14:18 140.136.208.75 new 09 030540 2011.3.3 14:18 140.136.208.75 new 

10 

異

動

記

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8 61.59.161.35 M 030540 Y2011.M3.D3 14:19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1.M3.D3 14:19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3.M8.D14 9:38 140.136.208.64 M 030540 Y2013.M8.D14 9:38 

140.136.2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