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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圖書分類法（2011年版）》 
評介 

藍文欽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依據《佛教圖書分類法（1996年版）》，經多年修訂補充，於民國

100年出版《佛教圖書分類法（2011年版）》、New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Buddhist Libraries (2011 

Edition)及《佛教圖書分類法（2011年版）使用手冊》全套三冊。此書出版後，獲《全國新書資訊月

刊》選為臺灣 2011年代表性圖書之一。本文旨在介紹此套分類法之編印原委、體例、特色，並就其

類目安排，與《中文圖書分類法 2007年版》之 220佛教類目進行比較，並據此討論對其類目設計的

若干想法。最後，依個人管見所及，針對此分類法編印的若干問題提出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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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佛教自漢代傳到中國，佛經隨之引入，其後

歷經南北朝與隋唐兩個佛經漢譯的高峰期，佛典

與相關論述的數量大增、部帙粲然。（註 1）為了

整理、檢索與利用佛典，編目與組織工作因應而

生，佛教目錄乃獨樹一幟，蔚為大觀。（註 2）正

如方廣錩所言：「佛教的傳入與發展使佛典的翻

譯撰著日益興盛，佛典的興盛引發佛教目錄的編

撰。」（註 3）但佛教目錄所用方法，雖優於普通

目錄，頗有值得稱道與注意之處（註 4），然而在

民國以前，佛教目錄始終僅有目錄之書，未能發

展出獨立的佛教分類法。 

佛教目錄自魏晉時即已有之（註 5），但為佛

教圖書典籍設計專用的分類系統，則是民國以後

的事。西洋圖書館的觀念與實務，於晚清傳入中

國。受杜威十進分類法的影響，民國 6 年時，沈

祖榮、胡慶生仿傚杜威法體例編製《仿杜威書目

十類法》，試圖將中西文圖書合併處理，是國人

為中文圖書新編分類體系的濫觴。（註 6）其後，

從模仿與學習西方的圖書分類法中，國人逐漸發

展出各種新式分類法。而在各種新編之綜合性分

類法（General Classification）中，通常會在「宗

教」大類之下，以「佛教」作為小類之一，並依

佛教性質設計適當細目。民國 21年時，陳鴻飛撰

〈佛教典籍分類之研究〉一文，曾對當時的五種

分類法的佛教類目予以評述。（註 7）民國 35年，

袁湧進亦曾改訂劉國鈞《中國圖書分類法》之佛

教類目。（註 8）然而，依筆者見聞所及，當時似

尚無自成體系的佛教分類法出現。 

政府遷臺後，印順法師曾應何日章之請，提

出佛書分類系統之建議。（註 9）其後，李世傑亦

曾對佛教的分類提出看法。（註 10）民國 46年，

陳信行曾編印《佛教經籍統一分類法》。（註 11）

但直到民國 51年，李世傑編製《佛教圖書分類法》

（註 12），始有了第一部廣為臺灣佛教圖書館採

用之專門分類法。可惜此分類法未能持續修訂，

直到民國 81 年底才由佛教界提出改編分類法之

議，82 年起由香光尼眾學院圖書館主持修訂。歷

經四年編訂及測試，於民國 85年出版《佛教圖書

分類法（1996年版）》。（註 13）此法問世後，

不僅為佛教圖書館採用，亦成為一般圖書館修訂

或補充佛教類目分類表之參考。（註 14）阮靜玲

曾拿此法與若干分類法之佛學類目進行比較，結

論指出對於佛教圖書館而言，《佛教圖書分類法

（1996 年版）》是能「提供較為完整正確且適應

時代需要的類表」。（註 15）大陸學者白化文亦

認為此法分類詳密，曾據以改編為適合大陸使用

的《佛教圖書分類法（改定本）》，並推薦大陸

圖書館以《佛教圖書分類法（1996 年版）》作為

佛學圖書的基本分類法。（註 16）其後，杭州靈

隱寺亦獲授權，修訂出版《雲林佛教圖書分類

法》。（註 17） 

《佛教圖書分類法（1996 年版）》出版後，

香光尼眾學院圖書館定期透過《佛教圖書館館

訊》，就此分類法的基本原則及使用問題提供釋

疑。（註 18）但使用該法之圖書館偶而仍會遭遇

問題，又為因應出版文獻的新發展，遂於民國 90

年召開分類法修訂會議。（註 19）自此，再次著

手佛教圖書分類法的修訂工作，並於民國 100 年

終厎於成，同時出版《佛教圖書分類法（2011 年

版）》、New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Buddhist 

Libraries (2011 Edition)與《佛教圖書分類法（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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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使用手冊》全套三冊。此套分類法出版後，

即獲《全國新書資訊月刊》選為臺灣 2011年代表

性圖書之一。（註 20） 

本文旨在介紹此套分類法之體例與特色，並

就其類目安排，與《中文圖書分類法 2007年版》

之 220 佛教類目進行比較，並據此討論對其類目

設計的若干想法。最後，依筆者管見所及，針對

此分類法編印的若干問題提出商榷，敬請各方大

德指正。 

二、體例 

《佛教圖書分類法（2011 年版）》（以下簡

稱《佛圖法 2011版》）係為佛教圖書分類、檢索、

排架之需而設計之專門分類法，它是以《佛教圖

書分類法（1996年版）》（以下簡稱《佛圖法 1996

版》）為基礎，參酌歷年應用情形，並因應學術

發展、文獻出版與社會變遷之新需要，修訂增補

而成。由於《佛圖法 1996版》是以李世傑《佛教

圖書分類法》為基礎，故《佛圖法 2011版》與李

世傑《佛教圖書分類法》，可說仍是一脈相承。 

《佛圖法 2011版》採十進制，依序分為「總

類」、「教理」、「佛教史地」、「經及其釋」、「律

及其釋」、「論及其釋」、「儀制；修持；布教；

護法」、「佛教文藝；佛教語文」、「中國佛教宗

派」、「世界各地佛教宗派」十大類。各大類下，

再依十進的屬性逐層細分。例如總類之下，區分

為「010佛教總論」、「020佛教目錄；佛教手冊」、

「040佛教辭書」、「050佛教連續性資源」、「060

佛教機構團體」、「070佛教文集」、「080佛教叢

書」、「090 藏經」。而「040 佛教辭書」之下，

再細分為「041佛教辭典」、「042佛教字典」、「043

佛教成語辭典」、「044佛教百科全書」、「045佛

教類書」。各子項之下，可視需要再行細分。遇

有未用到的號碼，則予以保留，不強行填滿，俾

未來有擴充的彈性。 

《佛圖法 2011版》的標記，與《杜威十進分

類法》或國內通用的《中國圖書分類法》類似，

是數字制的純粹標記。每個類目至少用三位數字

表示，超過三位數字者，則於第四位數字前加小

數點。 

《佛圖法 2011 版》的編輯結構，依其內容性

質可區分為序論、主表、附表、附錄及索引五個部

分。序論包括序、編序、修訂說明、《佛教圖書分

類法》1996年版與 2011年版異動類目對照表、凡

例、佛書分類探源、類目概覽、佛書分類簡則、同

類書排列簡則，是協助使用者學習和使用《佛圖法

2011 版》的基礎知識。其中，修訂說明與《佛教

圖書分類法》1996年版與 2011年版異動類目對照

表，是比《佛圖法 1996 版》新增的內容，有助於

瞭解《佛圖法 2011 版》之編訂經過與異動部分。

主表是類表的核心，包括大綱表、簡表及詳表三部

分。附表包括專類複分表四種：僧制複分表、佛教

文學複分表、語言複分表、佛教宗派複分表，與通

用複分表四種：標準複分表、佛教地區表、中國省

區表、中國時代表。附錄則有語言代碼表、中外著

者統一排列法、日文五十音號碼表三種，其中日文

五十音號碼表是《佛圖法 1996 版》所無。索引乃

將詳表中的類目及其他具查檢作用的詞彙或概

念，依筆畫順序編為相關索引（Relative Index），

是查檢類表的輔助工具。（註 21） 

《佛教圖書分類法（2011 年版）使用手冊》

是《佛圖法 2011版》的配套參考資料，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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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書分類方法、佛書索書號、佛書分類參考資源

三部分。佛書分類方法部分，又可分為四個單元：

基本原則、一般規則、各類規則及複分表使用方

法。各類規則部分是此手冊之主體，依據《佛圖

法 2011版》之十大類順序，逐類予以釋疑解惑，

每則先說明類目之意義，再配合實例解說分類要

點或闡釋分類疑難之處。佛書索書號部分，則說

明索書號及著者號之取碼原則及解釋相關問題。

最後，選介與佛教分類有關之紙本與數位參考資

源，編成佛書分類參考資源提要目錄。（註 22） 

New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Buddhist Libraries 

(2011 Edition)是《佛圖法 2011版》的英文版，二

者在正表、附表及附錄部分，基本上相同。但英

文版的索引，特別編製英語、巴利語、梵語、藏

語、日語等外文詞彙，並依羅馬字母順序混合編

成相關索引，以供查檢類目之用。（註 23） 

三、特色 

本分類法同時配套出版《佛教圖書分類法

（2011 年版）》、New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Buddhist Libraries (2011 Edition)與《佛教圖書分類

法（2011 年版）使用手冊》，據個人見聞所及，

似乎是我國分類法編製上之創舉。英文分類法的

同步出版，不僅方便日、韓、美、歐等非漢語國

家使用，更由於中、英文類表之分類架構與類號

相同，有助於資料的分享與交流。而英文版之相

關索引，兼收英語、巴利語、梵語、藏語、日語

等外文詞彙，除了能提供多元的查詢管道，亦可

作為多語對照的佛學詞彙表使用。至於編製分類

表使用手冊，在《杜威十進分類法》與《美國國

會圖書館分類法》或有先例可循，但對國人編製

的分類法而言，似乎是第一例。（註 24）《佛教

圖書分類法（2011年版）使用手冊》的作用有三：

分類問題之解難釋疑、分類知識之指引及作為佛

書分類之雙向分享交流平臺。（註 25）《佛圖法

2011 版》的修訂說明指出，使用手冊「有佛教分

類的實際問題及其解說文字」，「對圖書館編目

作業是有助益的」（註 26），洵非虛言。而就分

類知識指引這部分，使用手冊不僅說明類目的意

涵與用法，更提供豐富的佛學知識與著作實例，

誠可作為佛學概論、佛學詞彙、佛教文獻學、佛

教目錄學之參考資料。即使不當《佛圖法 2011版》

的輔助工具使用，本手冊亦有其獨立之學術價值。 

《佛圖法 2011 版》是以《佛圖法 1996 版》

為基礎進行修訂，前言中所提及《佛圖法 1996版》

的若干優點，《佛圖法 2011版》都承續保留。基

本上，這是一部「根據現代分類法原理編訂，具

有完善的編輯結構，充分應用複分觀念」的佛書

分類法。（註 27）尤其值得一提的，這是一部由

佛教界與圖書館界的學者專家以及佛教圖書館的

專業館員協力完成的專門分類法。「佛學為一專

門學問，以其跨越語文之眾多、文獻之宏富，要

想合理類分佛書，實須專家學者共襄盛舉才易於

完成」（註 28），《佛圖法 1996版》與《佛圖法

2011 版》都是依這樣的理念完成的。而分類法編

訂過程的審慎細密，更可由下列引文一窺端倪： 
[佛教圖書]分類法 1996 年版各類號的擬訂是針

對各主題邀請佛學、圖書館學專家及佛教圖書

館試擬，會議中並聘請各主題專家演講及試擬

資料討論，每次討論的結果交由各單位回去測

試，下次再提出問題討論，如此試擬→討論→

測試。歷經了四年二十多次的會議討論，於 1995
年完成初稿，次年正式出版 1996 年版。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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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過了十五年（2011 年），我們仍邀請相關學

者專家共同參與修訂工作，除針對內容作了增

補、訂正之外，同時，還編輯了使用手冊及英

文版分類法，構成完整的配套措施。（註 29） 

不僅分類表的編製是群策群力、長期努力的成

果，使用手冊的完成，亦是經過「問題彙集－整

理解答－歸納成例－訂立原則」的機制流程（註

30），毫不馬虎。《佛圖法 1996版》與《佛圖法

2011 版》的編訂機制，實有值得一般分類法編製

者參考借鑑之處。 

《佛圖法 2011 版》修訂《佛圖法 1996 版》

的方式，歸納起來有五種方式：類目新增、類目

改訂、類名改訂、注釋新增、注釋改訂，《佛圖

法 2011版》附有兩版異動類目對照表，可參考。

（註 31）由此對照表記載的修訂內容，可明顯看

出《佛圖法 2011版》在用字上力求精確明白的講

究。例如：「021.2 論文索引」，《佛圖法 1996

版》的注釋為「多種期刊索引、報紙、論文之篇

目索引入此」，《佛圖法 2011版》則改為「多種

期刊篇目索引，報紙、論文之篇目索引入此」，

雖變動不大，卻是追求精確的表現。又如：「041

佛教辭典」，《佛圖法 1996版》的注釋為「包括

法數、名相解釋」，《佛圖法 2011版》則改為「法

數、名相解釋入此」，因為《佛圖法 2011版》對

「包括」、「入此」的用法不同，不能相混，故

予以釐清。又如：「050佛教連續性出版品」是《佛

圖法 1996 版》的類名，《佛圖法 2011 版》則改

為「050佛教連續性資源」，能適時配合語彙的變

化，採用較新的用語。又如：標準複分表「025

圖表」，《佛圖法 1996版》的注釋為「包括圖解、

表解、圖譜」，《佛圖法 2011版》則改為「包括

圖解、表解、圖譜、年表、科判」，對內容的說

明更具體豐富。又如：《佛圖法 2011版》將中國

省區表之廣西、內蒙、新疆、西藏等地改為大陸

所用的自治區名，另新增「38香港特別行政區」、

「39澳門特別行政區」，都依實情適度調整。 

《佛圖法 2011版》的另一特色，是其使用手

冊用詞淺顯，解說詳晰，並搭配實例具體說明。

這或許是慮及佛學圖書館的從業人員未必受過分

類編目的專業訓練，故使用具體翔實、淺白易懂

的文字來幫助他們理解。以使用手冊中關於通用

複分表的使用為例，其中就用了三面以說明有關

標準複分是否需加「0」的問題，對初學者裨益不

小。又如索書號與著者號的取碼方式，手冊中提

供許多實例配合解說。此外，使用手冊提供分類

的基本原則與一般規則，有助於使用者掌握分類

的通例與基本規則，遇到手冊中未說明的問題，

可以據以推敲，找出合適的處理之道。這些原則

與實例，不僅對使用《佛圖法 2011版》的人有幫

助，對於初學分類法的學生或分類的新手，也具

有啟發與指導的作用。而使用手冊所附的佛書分

類相關之紙本與數位資源，對學習或從事圖書分

類者均是有用的參考資料。 

四、對《佛圖法 2011 版》類目設計的一

些想法 

臺灣圖書館界使用的綜合性中文圖書分類

法，目前以《中文圖書分類法 2007年版》（以下

簡稱《中圖法 2007版》）最新也相對最完備。（註

32）此處擬比較《佛圖法 2011版》之十大類與《中

圖法 2007版》220佛教類類目（見表一），並藉

此討論《佛圖法 2011版》之類目設計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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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佛圖法 2011版》之十大類與《中圖法 2007版》佛教類類目之比較 

《佛教圖書分類法（2011年版）》 《中圖法 2007版》佛教類 

0 總類 220 佛教總論 

1 教理 221 經及其釋 

2 佛教史地 222 論及其釋 

3 經及其釋 223 律及其釋 

4 律及其釋 224 佛教儀制；佛教文藝 

5 論及其釋 225 佛教佈教及信仰生活 

6 儀制；修持；布教；護法 226 佛教宗派 

7 佛教文藝；佛教語文 227 寺院 

8 中國佛教宗派 228 佛教史地 

9 世界各地佛教宗派 229 佛教傳記 

 

就類目的安排言，《中圖法 2007版》類目 221

至 223，採經、論、律的順序，顯與《佛圖法 2011

版》所採的北傳佛教觀點「經律論」三藏的次序

不同，未詳其依據為何。（註 33）而《中圖法 2007

版》類目 224，將「佛教儀制」與「佛教文藝」併

為一類，似不盡合理；不如《佛圖法 2011版》以

「儀制；修持；布教；護法」為一類，以「佛教

文藝；佛教語文」為另一類。 

二者皆以「總論」為第一項，大概是受十進

法設計的慣例所限，有其不得不然之故。但《佛

圖法 2011版》在經律論之前插入「教理」及「佛

教史地」，拙見認為《中圖法 2007版》先安排三

藏的方式較佳（雖然其經論律的順序有待商榷）。

所謂「深入經藏，智慧如海」，佛經是一切佛教

思想的根源，將佛經安排於第一位置，不僅有尊

崇的意思，更有尋根溯源的深意。確定佛經的類

目位置，依序安排律藏與論藏，合乎「經律論」

三藏的認知。印順法師的〈佛書編目議〉亦是主

張在總論之後，接續安排「經及經釋」、「律及

律釋」、「論及論釋」。（註 34）陳鴻飛〈佛教

典籍分類之研究〉也同樣建議，在總論之後直接

安置經、律、論疏。（註 35）另外，兩部分類法

均採用「經及其釋」、「律及其釋」、「論及其

釋」作為類目名稱，拙見亦認為有討論空間。《佛



專題論述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53期  100年 12月 54

圖法 2011版》凡例說：「本分類法之整數位類目，

儘量選用完整形式的分類名稱。」（註 36）「經

及其釋」的用法，似與凡例所謂「完整形式的名

稱」有些出入。若以一般的綜合性分類法為例，

有易經類，有詩經類，並不在類名的指稱上包括

其相關注釋，而是透過分類原則或類目注釋等方

式，將注釋與原書合併歸類。若是此類通則可被

接受，則「經及其釋」或可逕稱「佛經」或「經

藏」（舉例而已，並非定名），毋須加上「其釋」

的字樣。「律及其釋」與「論及其釋」，亦可做

類似的處理。 

類目的先後安排，或無必然的順序可循，可

依設計者的理念調整。像「先經、次律、論第三」

是北傳佛教習用的順序，但《中圖法 2007版》卻

採用「經論律」的次序，即是一例。不過，分類

法設計的一些基本原則，仍有其參考價值，例如

結構的一致性，或相關的類目應做緊密的安排

等，就可作為通則。《佛圖法 2011版》將「佛教

史地」排在 200，與前述兩條通則似有些出入。《佛

圖法 2011版》的標準複分表中，「09歷史」是最

後一項，亦即在使用標準複分表做歷史複分時，

對同類書而言，其相對位置是偏後的。因為中文

圖書分類法的標準複分表，是源自杜威十進分類

法的設計，而杜威將歷史視為人類活動的紀錄，

故類號置後。若「佛教史地」在主表中的類號在

前，但歷史複分的類號卻在後，是否有不一致之

處？《中圖法 2007版》將「佛教史地」設為 228，

在類目安排的結構上較為統一。另外，「佛教史

地」與「布教」、「護法」、「佛教宗派」等，似

乎較有關聯（註 37），是否應做較緊密的安排呢？ 

類例的設計，可依館藏數量或文獻的出版情

形，根據「文獻保證原理（Literary Warrant）」權

衡調整，像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就是典型的實

例。《佛圖法 2011版》認為「中國佛教宗派枝繁

葉茂，是為中國佛教之一大特色，故將類號 800

立為中國佛教宗派，類號 900 則立為世界各地佛

教宗派。」（註 38）這樣的安排，正是文獻保證

的表現。但是，細審主表中 800與 900類的類目，

似乎有些鬆散，若是能合併為一大類，依全表通

用的地區複分表設計小類，是否體例結構上較為

一致？而多出來的類號，似可考慮將佛教藝術與

佛教語文分開，單獨為佛教藝術設一大類？如此

調整，或可使類目安排的均衡性更佳。 

《中圖法 2007 版》將「寺院」置於 227，等

於是《佛圖法 2011版》中一個大類的位置。而《佛

圖法 2011版》將「寺剎誌」置於「290佛教地誌」，

是以小類的位階處理。大類或小類的設計，見仁

見智，各有考量，但《佛圖法 2011版》採用的類

名不及《中圖法 2007版》淺顯明白。而《佛圖法

2011版》索引詞彙中，亦僅有「寺剎誌」而無「寺

院」，或許可考慮修訂時酌予加入。 

在小類方面，《中圖法 2007版》「220.14佛

教心理學」、「220.15佛教社會學」、「220.16佛教

與各方關係」是並列的類目，但《佛圖法 2011版》

的設計是「016佛教與各學科關係」，其下再細分

「.1佛教文獻學」、「.2佛教論理學」、「.3佛教心

理學」、「.4 佛教倫理學」、「.5 佛教與文化」

等。比較起來，似乎《中圖法 2007版》的設計較

佳。「佛教文獻學」、「佛教論理學」（因明學）、

「佛教心理學」、「佛教社會學」等，作為獨立的



專題論述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53期  100年 12月 55 

類目，正可顯示它們已成為佛學研究的子題，較

諸置於「佛教與各學科關係」之下，意義較佳。

而「佛教與各學科關係」似可訂一複分通則，以

《中圖法 2007版》的類號作為複分依據，例如：

《中圖法 2007版》的政治類是 570，則配合「016

佛教與各學科關係」，可得「016.57佛教與政治」。

若採此設計，則主表中只需列舉若干常見的相關

學科類號，遇有主表中沒有列舉的項目，可依複

分原則自行組合，具有彈性。 

《佛圖法 2011 版》在「250 日本佛教史」之

下，列出日本的歷史分期；但「230西藏佛教史」

與「240韓國佛教史」之下，卻未有類似的安排。

經查檢《佛圖法 2011版》之使用手冊，西藏佛教

史可分為「前弘期」與「後弘期」，韓國佛教史

可分為「高句麗時代」、「百濟時代」、「新羅時

代」、「高麗時代」、「朝鮮時代」、「日本統治時

期」、「大韓民國」時期。（註 39）這些分期若能

補入主表中，是否更為完備且詳簡較為一致？又

「230西藏佛教史」其下註云：「西藏佛教宗派史

入此」，在使用手冊中有舉例說明。但佛教宗派

史另有 802 類號，為何中國佛教宗派史不採同樣

原則歸入「220中國佛教史」？若有一書是有關日

本佛教宗派史，究應歸入「250日本佛教史」或「950

日本佛教宗派」呢？分類者面臨這種情況，可能

會有一些困擾。 

關於佛教各宗派之宗典與思想的類目設計，

《中圖法 2007 版》與《佛圖法 2011 版》作法不

同。《中圖法 2007版》原則上將宗典入「221經

及其釋」而不歸入宗派，《佛圖法 2011版》主張

將各宗派宗典歸入各宗派。例如：淨土三經，《中

圖法 2007 版》入「221.34 淨土等諸經」，《佛圖

法 2011版》則入中國佛教宗派下的「873淨土宗

宗典」。《中圖法 2007 版》的方便處，是所有經

典均入「221經及其釋」，經典不致因宗派而分置；

《佛圖法 2011版》的優點，則是考慮到各宗派的

資料可以聚集。但《佛圖法 2011版》的作法，也

容易造成困擾，例如前述淨土三經指的是《阿彌

陀經》、《無量壽經》與《觀無量壽經》，當三經

合刊時，入「873淨土宗宗典」，若個別刊行時，

《阿彌陀經》入 354，《無量壽經》入 355，《觀

無量壽經》入 356，對分類者及資料查詢者是否會

有判斷的難題呢？ 

另外，附表二「佛教地區表」將印度、中國、

西藏、韓國、日本獨立於亞洲之外，這是依佛教

傳布發展的情形所做的設計，似無不可。但表中

另有「6亞洲」，從地理區域的眼光來看，就覺得

有些突兀。若能在該表加上一小段注釋，說明設

計的考量，並將「6亞洲」改為「6亞洲其他地區」，

是否可以降低此種疑慮？若決定修改，則主表中

的相關類目亦需一併調整。不過，如此調整，可

能造成以亞洲為對象的資料無處可入，或許可考

慮修訂「0世界」，讓亞洲區的資料亦可入此。 

五、對《佛圖法 2011 版》編印上的一些

建議 

一般的十進制分類法的排印，原則上是以每

十號為一單元，試以《中圖法 2007版》宗教類為

例，「200宗教」一個單元，「210宗教學」一個

單元，「220佛教」又一個單元等，段落分明。而

在類目的排列上，亦會利用字體的大小變化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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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縮排，使分類表的階層結構清楚的呈現出

來。相對而言，《佛圖法 2011版》在類目的呈現

上，就不如《中圖法 2007版》來得清晰。例如：

「020佛教目錄；佛教手冊」、「021佛教目錄」、

「025佛教圖表」、「026佛教手冊」，或是「040

佛教辭書」、「041佛教辭典」、「042佛教字典」、

「043佛教成語辭典」等，在版面的編排上，看不

出「020佛教目錄；佛教手冊」或「040佛教辭書」

是該類目的主旨。建議《佛圖法 2011版》在版面

的編排、字體的變化與縮格的應用等方面，若能

做些調整，應可使分類表的階層結構更為清楚。 

《佛圖法 2011版》另編有使用手冊，就各類

號的分類實務，提供釋義、實例與說明，對分類

者裨益匪淺。不過，在使用時，分類者必須分類

主表與使用手冊同時使用，交替查閱，或有些不

便。若能將使用手冊中的釋義、實例與分類規則

適度擷取，分別安插至主類表的相關部分，不僅

提升類表的可用性與分類的正確性，亦省卻分類

人員交替查閱的不便。黃惠珍在討論《佛圖法 1996

版》的使用問題時，亦曾建議類目加註注釋補充

說明，「適當的加註說明類目間的關係性，使相

關類目間關係清楚，避免產生混淆、誤解的情形。」

（註 40） 

在佛教宗派複分表中，05 是期刊，但標準複

分表及主表中的若干類目，均已改為「連續性資

源」，此處不知是否校改時遺漏？或是有意保留？ 

《佛圖法 2011 版》編有相關索引，並考慮到

使用者的需求而做了「輪排條目」的處理，用心之

處可見一斑。不過，在使用上似乎可以加編一「檢

字表」，方便使用者按字查頁，毋須逐頁翻找。 

六、結語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依據《佛教圖書分類

法（1996 年版）》，經多年修訂補充，配套出版

《佛教圖書分類法（2011年版）》、New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Buddhist Libraries (2011 Edition)及《佛

教圖書分類法（2011 年版）使用手冊》。此種作

法，在我國圖書分類法的編輯史上，似乎是項創

舉。而此套分類法之編輯出版，是結合了佛教界

與圖書館學界的學者專家，以及佛學圖書館的專

業人員，交流合作，經反覆研討、審慎修訂而成。

不論是分類法的體制，或是分類法編輯的方法，

都有值得圖書館界同道學習之處。無怪此書出版

後，即獲《全國新書資訊月刊》選為臺灣 2011年

代表性圖書之一，可說實至名歸。 

本文雖對《佛圖法 2011版》的類目設計，提

出一些討論；也對編印上的一些問題，提出建議。

但分類法的設計，本就各有考量，見仁見智，拙

見只是一己的臆語，不成熟的看法而已，正是蜉

蝣豈能撼樹，其實不值方家一哂。倒是個人妄語

之愆，謹請諒宥。 

智旭的《閱藏知津》〈敘〉說：「藉此稍辨

方位，俾未閱者，知先後所宜，已閱者，達權實

所攝，義持者，可即約以識廣，文持者，可會廣

以歸約。若權若實，不出一心，若廣若約，咸通

一相。故名之為閱藏知津云。」（註 41）《佛圖

法 2011版》的出版，誠為佛教典籍的組織整理提

供了「閱藏知津」的有利工具。白化文曾讚嘆《佛

圖法 1996版》的出版，並「感謝《佛教圖書分類

法（1996 年版）》的編者為弘法利人所作的一切

工作」（註 42），筆者認為對《佛圖法 2011版》

的出版，亦當作如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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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註 1：關於佛經之漢譯與編輯歷史，詳見方廣錩，《中國

寫本大藏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2006）。 

註 2：姚名達說：「晉宋四部目錄初亦兼收佛經，《七志》

《七錄》且特為佛經道經新增二錄。而後來帳籍終

於分道揚鑣，不相為謀。正統派之目錄學家既自局

於四部之範圍，堅拒異端，高自標置。而佛道之徒

亦別立門戶，不復寄人籬下，抄集結藏，著錄成目，

其造詣轉有勝於正統派者。」（姚名達，《中國目

錄學史》（臺一版），（臺北：臺灣商務，民 54），

頁 227。） 

註 3：方廣錩，〈資訊時代的佛教目錄〉，《佛教圖書館

館訊》，29期（民 91年 3月），頁 15。 

註 4：梁啟超對佛教目錄頗為推崇，詳見其〈佛家經錄在

中國目錄學之位置〉，《圖書館學季刊》，1期（民

15年 3月），頁 3-29。又收入梁啟超，《佛學研究

十八篇》（臺四版），（臺北：臺灣中華，民 65）。 

註 5：有關佛教目錄之發展，詳見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

之「宗教目錄篇」。 

註 6：沈祖榮，胡慶生編，《仿杜威書目十類法》，（武

昌：文華公書林，民 6）。 

註 7：陳鴻飛評介的新式分類法計有七種，其中有二種是

藏經分類系統，故此處只言五種。詳見陳鴻飛，〈佛

教典籍分類之研究〉，《海潮音》，13卷 9期（民

21年 9月），頁 103-119。又收入張曼濤主編，《現

代佛教學術叢刊. 40：佛教目錄學述要》，（臺北：

大乘，民 70），頁 105-138。 

註 8：袁湧進，〈中國圖書分類法宗教部佛教類分類詳表〉，

《中法漢學研究所圖書館館刊》，2號（民 35年 10

月），頁 89-93。 

註 9：印順，〈佛書編目議〉，《海潮音》，34卷 10期（民

42年 10月），頁 2-5。又收入張曼濤主編，《現代

佛教學術叢刊. 40：佛教目錄學述要》，（臺北：大

乘，民 70），頁 89-104。 

註 10：李世傑，〈佛教的分類〉，《台灣佛教》，8 卷 7

期（民 43年 7月），頁 2-4。 

註 11：依「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網站所建書目資料

庫，可查得陳信行於民國 46 年編印之《佛教經籍

統一分類法》，但筆者未見。 

註 12：李世傑編著，《佛教圖書分類法》，（臺北：臺灣

佛教月刊社，民 51）。 

註 13：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輯，《佛教圖書分類法

（1996年版）》，（嘉義：香光書鄉，民 85）。 

註 14：黃惠珍，〈《佛教圖書分類法 1996 年版》使用問

題探討〉，《佛教圖書館館訊》，28期（民 90年

12月），頁 36。 

註 15：阮靜玲，〈《佛教圖書分類法 1996 年版》與各分

類法之佛教類目比較分析〉，《佛教圖書館館訊》，

28期（民 90年 12月），頁 34。 

註 16：白化文編著，《佛教圖書分類法（改訂本）》，（北

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頁 72，145。 

註 17：周子榮編，《雲林佛教圖書分類法》，（香港：雲

林出版社，2005）。 

註 18：為協助釐清性質相近易混淆之類目，解析相關類目

間之關係，及闡明分類時應注意之原則，香光尼眾

學院圖書館曾先後十次在《佛教圖書館館訊》刊載

〈《佛教圖書分類法 1996 年版》分類釋疑〉，分

別是：8、9、10/11、12、13、14、15、16、17、20

期。 

註 19：釋自正，〈《佛教圖書分類法 1996 年版》修訂會

議紀要〉，《佛教圖書館館訊》，28期（民 90年

12月），頁 55-56。 

註 20：〈臺灣出版 TOP1──2011代表性圖書〉，《全國

新書資訊月刊》，157期（民 101年 1月），頁 25。 

註 21：有關《佛教圖書分類法（2011年版）》體例，主要

參考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訂，《佛教圖書分類

法（2011 年版）》，（嘉義：香光書鄉，2011）之

序論部分。 

註 22：有關此手冊之內容，主要參考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

館編撰，《佛教圖書分類法（2011年版）使用手冊》，

（嘉義：香光書鄉，2011）之序及編例。 

註 23：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訂，《佛教圖書分類法

（2011 年版）》，（嘉義：香光書鄉，2011），

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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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4：《杜威十進分類法》的第一冊中即包括杜威法的使

用手冊，美國國會圖書館亦針對其分類法另編使用

手冊，如：Subject Cataloging Manual: Classification

或 Classification and Shelflisting Manual。國內圖資界

雖曾針對編目規則編纂使用手冊，如：吳瑠璃、江

綉瑛合編《中文圖書編目手冊》（臺北：漢美圖書，

1993）；國家圖書館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分類編

目委員會亦曾編撰《中國編目規則修訂二版使用手

冊》（臺北：國家圖書館，2000）、《中國編目規

則第三版使用手冊》（臺北：國家圖書館，2008），

但似尚無為特定分類法編製使用手冊之先例。 

註 25：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撰，《佛教圖書分類法

（2011 年版）使用手冊》，（嘉義：香光書鄉，

2011），頁 5。 

註 26：同註 23。 

註 27：詳見《佛教圖書分類法（2011年版）》，頁 10-11。 

註 28：莊耀輝，〈唐代佛書分類與現代佛學圖書分類之比

較研究〉，（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研

究所，民 78），頁 137。 

註 29：同註 23，頁 10。 

註 30：同註 25。 

註 31：詳見《佛教圖書分類法（2011年版）》，頁 19-28。 

註 32：《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年版）修訂委員會修訂，

《中文圖書分類法 2007年版》，（臺北：國家圖書

館，2007）。 

註 33：《中文圖書分類法 2007 年版》是依據賴永祥《中

國圖書分類法》修訂，而賴法又是以劉國鈞《中國

圖書分類法》為基礎。劉氏《中國圖書分類法》的

佛教類目，已採用經論律的順序，賴永祥《中國圖

書分類法》及《中文圖書分類法 2007 年版》沿用

未改。莊耀輝〈唐代佛書分類與現代佛學圖書分類

之比較研究〉，已指出賴永祥《中國圖書分類法》

將論擺在律部之前的合理性不足。（頁 111-112） 

註 34：印順，〈佛書編目議〉，《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40：

佛教目錄學述要》，（臺北：大乘，民 70），頁

93-97。 

 

註 35：陳鴻飛，〈佛教典籍分類之研究〉，《現代佛教學

術叢刊. 40：佛教目錄學述要》，（臺北：大乘，

民 70），頁 128-129。 

註 36：同註 23，頁 31。 

註 37：《佛教圖書分類法（2011年版）》之〈類目概覽〉

有言：「佛教之分宗別派始自部派佛教時代，……

為了尊重起見，多將印度佛教宗派史視為佛教史本

身，而將在中國、西藏、日本等地展開的支派，列

為佛教宗派。」（頁 46）可見佛教史與佛教宗派確

實關係密切，在類目安排上宜有某種程度的連結。 

註 38：同註 23，頁 46。 

註 39：同註 25，頁 77。 

註 40：同註 14，頁 40。 

註 41：智旭，〈敘〉，《閱藏知津》，（臺北：新文豐，

民 62）。 

註 42：白化文，〈從歷史上看漢文佛教經籍分類編目中形

成的問題〉，《佛教圖書館館訊》，28 期（民 90

年 12月），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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