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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續大藏經附卷首一卷目錄二卷七百五十一冊  日本藏經書院

會長前田慧雲原編  中野達慧增訂輯梓  日本明治三

十九年(1906，清光緒三十二年)藏經書院鉛印本   

 E01.3(10)/(q3)4425  

附：日本大正壬子(元年，1912，民國元年 )松本文<大日本續

藏經序>、日本大正壬子(元年，1912，民國元年 )佐伯定

胤<續藏經序>、日本大正元年 (1912，民國元年 )土宜法

龍 <大日本續藏經序>、大日本明治三十九年 (1906，清光

緒三十二年 )<靖國紀念大日本續藏經序>、日本明治三十

九年 (1906，清光緒三十二年 )龍淵<續藏經序>、日本大

正元年 (1912，民國元年 )蘆油實全<靖國紀念續大藏經序

>、日本大正元年 (1912，民國元年 )沙門靜照日辰 <續大

藏經序>、日本大正元年 (1912，民國元年 )黑田真洞 <大

日本續藏經序>、日本大正元年 (1912，民國元年 )赤松連

城<大日本續藏經序>、日本大正元年 (1912，民國元年 )

南條文雄<大日本續藏經序>、日本大正元年 (1912，民國

元年 )前田慧雲<續藏經序>、日本大正元年 (1912，民國

元年 )中野達慧<大日本續藏經編纂印行緣起>、<大藏諸

本一覽>、<靖國紀念大日本續藏經概表>、<禪家諸師系

譜>、<隨喜助緣者芳名錄 >、大日本續藏經編纂者<凡例

>、<大日本續藏經目次>。  

藏印：「賜天覽」、「渡邊千杕藏書」長型硃印。 

板式：白口，無魚尾，四邊雙欄。無界欄，分上下兩欄，半

葉十八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6.6

×23.4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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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南條文雄<大日本續藏經序>：「京都藏經書院，嚮刻日

本校訂《大藏經》參拾六帙，起業明治三十五年 (1902，

清光緒二十八年 )四月，盡三十八年 (1905，清光緒三十

一年 )四月。次之刻《大日本續藏經》第壹輯第壹編第

貳編甲乙壹百五拾餘帙，起業明治三十八年 (1905，清

光緒三十一年 )四月，盡大正元年 (1912，民國元年 )十

一月，閱年前十年有半，而殆網羅印度、支那撰述之

內典，可謂勉矣。」中野達慧<大日本續藏經編纂印行

緣起>云：「因推前田博士為會長，起業于明治三十八

年 (1905，清光緒三十一年 )乙巳四月，深喜遭世雄降世

之佳辰，而接于《正藏》印成之後也。時方有日俄之

役，將士捐身報國者，不可勝數，故每冊尾分載陣亡

將卒姓名，冠曰『靖國紀念』，蓋亦吊慰忠魂之微意耳。

爾來改纂目錄三次，以大正元年 (1912，民國元年 )壬子

十一月，嘗所豫定一百五十套，始告完成。其間殆將

十星霜，⋯⋯採集約九百五十餘人著作，彙輯一千七

百五十餘部七千一百四十餘卷，縮印一十五萬一千餘

頁，別為十門六十三類，訂成七百五十本，另附總目

五卷，以完成續藏經之大典。」 

2.大日本續藏經計收：(第一編第一套)日本松本文三郎序

《圓覺經佚文》、宋日稱等譯《父子合集經》二十卷、

唐菩提流志譯《須摩提經》一卷、不著譯者《阿彌

陀佛說》一卷、清魏源會譯《無量壽經會譯》一卷、

清王耕心會譯《摩訶阿彌陀經》一卷、日本赤松連城

跋《阿彌陀經異本》、不著譯者《佛說佛名經》三十卷、

明員珂會譯《楞伽阿多羅寶經會譯》四卷、唐般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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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言共譯《大華嚴長者問佛那羅延力經》一卷、不著

譯者《大明仁孝皇后夢感佛說第一希有大功德經》二

卷、曹魏康僧鎧《佛說無量壽佛名號利益大事因緣經》

一卷、不著譯者《觀世音菩薩往生淨土本緣經》一卷、

不著譯者《念佛超脫輪迴捷徑經》一卷、不著譯者《十

往生阿彌陀佛國經》一卷、不著譯者《淨度三昧經》

一卷、不著譯者《大通方廣懺悔滅罪莊嚴成佛經》卷

上、佛陀波利譯《佛說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羅尼經》

一卷、唐義淨譯《佛說天地八陽神經》一卷、不

著譯者《佛說斷溫經》一卷、唐藏川述《佛說地藏菩

薩發心因緣十王經》一卷、唐藏川述《佛說預修十王

生七經》一卷、不著譯者《佛說善惡因果經》一卷、

不著譯者《大藏正教血盆經》一卷、不著譯者《佛說

壽生經》一卷、不著譯者《化珠保命真經》一卷、不

著譯者《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二卷、不著譯者《大

梵天王問佛決疑經》一卷、清工布查布譯《造像量度

經》一卷、唐般若及利言共譯《般若波羅蜜多心經》

一卷、唐法月重譯《普遍智藏般若波羅蜜多心經》一

卷、宋惟淨等譯《佛說開覺自性般若波羅蜜多經》

四卷、唐智慧輪譯《般若波羅蜜多心經》一卷、不著

譯者《高王觀世音經》一卷、不著譯者《觀世音菩薩

救苦經》一卷、秦竺佛念譯《大雲無想經》卷九、不

著譯者《像法決疑經》一卷、不著譯者《佛說舍衛國

王十夢經》一卷、宋法賢譯《佛說金光王童子經》

一卷、宋法賢譯《難你計濕囀囉天說支輪經》一卷、

宋施護等譯《佛說勝義空經》一卷、宋施護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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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說隨勇尊者經》一卷、宋施護等譯《佛說佛十

力經》一卷、宋施護《佛說清淨心經》一卷、宋惟淨

等譯《金色童子因緣經》十二卷、西晉竺法護譯《佛

說受新歲經》一卷、唐義淨敕譯《根本說一切有部毗

奈耶藥事》十八卷，(第二套)唐義淨譯《根本說一切

有部毗奈耶出家事》四卷、唐義淨譯《根本說一切

有部毗奈耶安居事》一卷、唐義淨譯《根本說一切

有部毗奈耶隨意事》一卷、唐義淨譯《根本說一切

有部毗奈耶皮革事》二卷、唐義淨譯《根本說一切

有部毗奈耶羯恥那衣事》一卷、唐道宣刪定《新刪定

四分僧戒本》一卷、宋元照重定《四分刪定比丘尼戒

本》一卷、明弘贊輯《式叉摩那尼戒本》一卷、馬鳴

菩薩集宋日稱等譯《六趣輪迴經》一卷、馬鳴菩薩

集宋日稱等譯《尼乾子問無我義經》一卷、觀無畏

尊者集宋日稱等譯《諸法集要經》十卷、龍樹菩薩

集宋日稱等譯《福蓋正行所集經》十二卷、龍樹菩

薩造宋筏提摩多譯《釋摩訶衍論》十卷、龍樹菩薩造

禪那崛多別譯《十二禮》一卷、金剛菩薩造後魏菩提

流支譯《金剛仙論》十卷、後魏菩提金剛譯《大毗盧

遮那佛說要略念誦經》一卷、不著譯者《供養儀式》

一卷、唐善無畏及一行同譯《金剛頂經毗盧遮那一百

八尊法身契印》一卷、唐般若譯《諸佛境界攝真實

經》三卷、唐不空說《金剛頂瑜伽略述三十七尊心

要》一卷、唐不空譯《金剛頂瑜伽三十七尊出生義》

一卷、唐不空譯《蕤呬耶經》三卷、不著譯者《佛

說毗奈耶經》一卷、唐尸羅達摩譯《佛說迴向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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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唐不空譯《金剛頂經一字頂輪王瑜伽一切時

處念誦成佛儀軌》一卷、唐不空譯《大佛頂如來放

光悉怛多怛囉陀羅尼》一卷、唐不空譯《佛說出生

無邊門陀羅尼儀軌》一卷、唐實叉難陀譯《華嚴經心

陀羅尼》一卷、唐尸羅達摩譯《佛說十地經》九卷、

唐不空譯《金剛頂勝初瑜伽經中略出大樂金剛薩埵

念誦儀軌》一卷、唐不空譯《大集大虛空藏菩薩所

問經》八卷、唐不空譯《轉法輪菩薩摧魔怨敵法》

一卷、唐不空譯《修習般若波羅蜜菩薩觀行念誦儀

軌》一卷、不著譯者《日光菩薩月光菩薩陀羅尼》一

卷、唐不空譯《觀自在大悲成就瑜伽蓮華部念誦法

門》一卷、唐不空譯《金剛頂降三世大儀軌法王教

中觀自在菩薩心真言一切如來蓮華大曼荼羅品》一

卷、不著譯者《如意輪菩薩觀門義注祕訣》一卷、唐

不空譯《大聖文殊師利菩薩佛剎功德莊嚴經》三卷、

不著譯者《文殊獻佛陀羅尼名鳥蘇吒》一卷、唐善無

畏譯《阿吒薄俱元帥大將上佛陀羅尼經修行儀軌》三

卷、不著譯者《伽馱金剛真言》一卷、唐般若斫羯囉

譯《摩訶吠室囉末那野提婆喝囉闍陀羅尼儀軌》一卷、

唐不空譯《冰揭羅天童子經》一卷、唐菩提留支敕

譯《使法經》一卷、唐不空譯《施諸餓鬼飲食及

水法并手印》一卷、不著譯者《釋迦牟尼佛成道在菩

提樹降魔讚》一卷、唐般若譯《佛說造塔延命功德

經》一卷，(第三套)唐勿提提犀魚譯《佛說十力經》

一卷、唐菩提嘌使譯《大聖妙吉祥菩薩祕密八字陀羅

尼修行曼荼羅次第儀軌法》一卷、不著譯者《十八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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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一卷、唐達磨栖那譯《大妙金剛大甘露軍拏利焰

鬘熾盛佛頂經》一卷、唐善無畏譯《尊勝佛頂脩瑜

伽法軌儀》二卷、不著譯者《釋迦文尼佛金剛一乘修

行儀軌法品》一卷、不著譯者《藥師璃光如來消災

除難念誦儀軌》一卷、唐不空譯《藥師如來念誦儀

軌》一卷、唐不空譯《觀自在菩薩心真言一印念誦

法》一卷、唐不空譯《觀自在菩薩大悲智印周遍法界

利益眾生薰如法》一卷、唐金剛智譯《北斗七星念誦

儀軌》一卷、唐善無長譯《三種悉地破地獄轉業障

出三界祕密陀羅尼法》一卷、唐善無畏譯《慈氏菩

薩略修愈念誦法》二卷、不著譯者《白傘蓋大佛頂

王最勝無比大威德金剛無礙大道場陀羅尼念誦法要》

一卷、唐不空譯《毗盧遮那五字真言修習儀軌》一

卷、唐善無畏譯《地藏菩薩儀軌》一卷、唐解脫師

子譯《都表如意摩尼轉輪聖王次第念誦祕密最要略法》

一卷、唐不空譯《底哩三昧耶不動尊聖者念誦祕密

法》三卷、唐金剛智譯《佛說無量壽佛化身大忿迅

俱摩羅金剛念誦瑜伽儀軌法》一卷、不著譯者《說矩

里迦龍王像法》一卷、唐金剛智譯《佛說金色迦那

底陀羅尼經》一卷、不著譯者《大日經持誦次第儀

軌》一卷、不著譯者《大聖妙吉祥菩薩說除災教令法

輪》一卷、唐無畏譯《堅牢地天儀軌》一卷、唐金

剛智譯《佛說大輪金剛總持陀羅尼經》一卷、不著譯

者《大輪金剛修行悉地成就及供養法》一卷、唐不空

譯《攝無礙大悲心大陀羅尼經計一法中出無量義南

方滿願補陀落海會五部諸尊等弘誓力方位及威儀形色



東海館藏和刻本線裝書簡明目錄初稿 

 60

執持三摩耶幟曼荼羅儀軌》一卷、唐不空譯《大慈

大悲救苦觀世音自在王菩薩廣大圓滿無礙自在青頸大

悲心陀羅尼》一卷、唐金剛智譯《金剛頂瑜伽青頸

大悲王觀自在念誦儀軌》一卷、唐不空譯《北方毗

沙門天王隨軍護法儀軌》一卷、唐不空譯《如意寶

珠轉輪祕密現身成佛金輪王經》一卷、唐不空譯

《寶悉地成佛陀羅尼經》一卷、不著譯者《法華十羅

剎法》一卷、唐不空譯《深沙大將儀軌》一卷、不

著譯者《摩醯首羅大自在天王神通化生伎藝天女念誦

法》一卷、唐不空譯《供養十二大威德天報恩品》一

卷、不著譯者《寶藏天女陀羅尼法》一卷、唐不空

譯《摩利支菩薩略念誦法》一卷、不著譯者《摩利支

天一印法》一卷、不著譯者《阿吒薄付囑》一卷、

梁失譯者《阿吒婆鬼神大將上佛陀羅尼經》一卷、

不著譯者《何耶揭唎婆像法》一卷、不著譯者《何耶

揭唎婆觀世音菩薩受法壇》一卷、唐金剛智譯《馬

鳴菩薩大神力無比驗法念誦儀軌》一卷、唐不空譯

《降三世忿怒明王念誦儀軌》一卷、唐不空密譯《佛

說金毗羅童子威德經》一卷、唐伽梵達摩譯《千手

千眼觀世音菩薩治病合藥經》一卷、不著譯者《播般

曩結使波金剛念誦儀》一卷、唐金剛智譯《金剛藥

叉瞋怒王息災大威德神驗念誦儀軌》一卷、不著譯者

《佛說俱利伽羅大龍勝外道伏陀羅尼經》一卷、唐菩

提流支譯《大使法經》一卷、唐不空譯《聖賀野

紇哩縛大威怒王立成大神驗供養念誦儀軌法品》二

卷、唐不空譯《佛說不空索陀羅尼儀軌經》二卷、



叢書部 

 61

唐菩提流志譯《佛心經品亦通大隨求陀羅尼》二卷、

唐善無畏譯《七佛俱底佛母心大准提陀羅尼法》一

卷、唐善無畏譯《七佛俱胝獨部法》一卷、唐金剛智

譯《五大虛空藏菩薩速疾大神驗祕密式經》一卷、不

著譯者《文殊師利菩薩六字功能法經》一卷、不著

譯者《大隨求即得大陀羅尼明王懺悔法》一卷、唐不

空譯《金剛壽命陀羅尼經法》一卷、唐不空譯《金

剛壽命陀羅尼經》一卷、唐不空譯《九品往生阿彌

陀三摩地集陀羅尼經》一卷、唐不空譯《七星如意輪

祕密要經》一卷、唐金剛智譯《藥師如來觀行儀軌法》

一卷、唐不空譯《藥師如來念誦儀軌》一卷、不著

譯者《大日如來劍印》一卷、不著譯者《阿闍梨大曼

荼灌頂儀軌》一卷、唐善無畏譯《佛頂尊勝心破

地獄轉業障出三界祕密三身佛果三種悉地真言儀軌》

一卷、唐善無畏譯《佛頂尊勝心破地獄轉業障出三

界祕密陀羅尼》一卷、唐不空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

薩大悲心陀羅尼》一卷、唐三昧蘇羅譯《千光眼觀

自在菩薩祕密法經》一卷、唐善無畏譯《千手觀音

造次第法儀軌》一卷、唐金剛智授與《念誦結護法普

通諸部》一卷、唐金剛智授與《聖無動尊安鎮家國等

法》一卷、唐不空別譯《北方毗沙門天王隨軍護法真

言》一卷、唐不空譯《毗沙門[天王 ]儀軌》一卷、不

著譯者《賢劫十六尊》一卷、唐善無畏譯《大聖歡喜

雙身大自在天毗那夜迦王歸依念誦供養法》一卷、唐

金剛智譯《般若守護十六善神王形體》一卷、唐婆羅

門僧將來《佛說北斗七星延命經》一卷、唐善無畏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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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毗盧遮那經廣大儀軌》三卷、唐善無畏譯《攝

大毗盧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入蓮華胎藏海會悲生曼荼

廣大念誦儀軌供養方便會》三卷、唐菩提流志譯

《五佛頂三昧陀羅尼經》四卷、唐不空譯《大方廣

如來藏經》一卷、唐金剛智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

薩大身本》一卷、唐金剛智譯《千手千眼觀自在

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羅尼本》一卷、元沙囉

巴譯《佛說壞相金剛陀羅尼經》一卷、元善護尊者

造沙囉巴譯《藥師璃光王七佛本願功德經念誦儀

軌》二卷、元善護尊者造沙囉巴譯《藥師璃光王

七佛本願功德經念誦儀軌供養法》一卷、宋法天譯

《佛說無能勝大明王陀羅尼經》一卷、唐義雲法金剛

及菩提仙同譯《大聖妙吉祥菩薩最勝威德祕密八字陀

羅尼修行念誦儀軌次第法》一卷、唐義淨譯《正了

知王藥叉眷屬法》一卷、唐僧伽婆羅抄譯《二十八夜

叉大軍王名號》一卷、唐不空抄譯《二十八夜叉大將

名號》一卷、唐菩提留支譯《權現金色迦那婆底九目

天法》一卷、龜茲國若那譯《佛頂尊勝陀羅尼別法》

一卷、不著譯者《佛頂尊勝陀羅尼真言》一卷、唐不

空譯《祕密要術法》一卷、唐不空譯《大雲經祈雨

壇法》一卷、唐不空譯《阿迦陀密一印千類千轉三

使者成就經法》一卷、唐不空譯《七俱胝准提陀羅尼

念誦儀法》一卷、唐菩提留支譯《佛說如意虛空藏

菩薩陀羅尼經》一卷、不著譯者《佛說卻溫黃神經》

一卷、唐義淨譯《曼殊室利菩薩藏中一字王經》

一卷、唐提雲般若譯《諸佛集會陀羅尼經》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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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不空譯《北方毗沙門多聞寶藏天王神妙陀羅尼別

行儀軌》一卷、唐不空譯《摩訶毗盧遮那如來定慧

均等入佛三昧耶身大聖歡喜天菩薩修行祕密法儀軌》

一卷、不著譯者《清淨法身毗盧遮那心地法門成就一

切陀羅尼三種悉地》一卷、不著譯者《大毗盧遮那酪

要速疾門五支念誦法》一卷、不著譯者《大道心

策法》一卷、唐縛曰羅枳惹曩譯《五大牛玉雨寶陀

羅尼儀軌》一卷、唐不空譯《佛說大如意寶珠輪牛

王守護神經》一卷、不著譯者《作世水宅心陀羅尼》

一卷、唐不空譯《妙法蓮華三昧祕密三摩耶經》一卷、

曹魏菩提流支譯《佛說阿彌陀佛根本秘密神經》

一卷、唐不空譯《馬鳴菩薩成就悉地念誦》一卷、

唐闍那多迦譯《十六大羅漢因果識見頌》一卷、後魏

靈辨造《華嚴經論》一卷、隋吉藏撰《華嚴經遊意》

一卷、唐靜居撰《大周經玄義》一卷、唐靈裕集記

《華嚴經文義記》卷六、唐智儼記《華嚴經搜玄記》

三卷，(第四套)不著撰者《華嚴經搜玄記》二卷、唐法

藏述《華嚴經探玄記》二十卷、唐法藏撰《華嚴經文

義綱目》一卷、唐法藏述《華嚴經策林》一卷、唐湛

然撰述《華嚴經骨目》二卷、唐澄觀述《華嚴經略策》

一卷、唐澄觀述《華嚴經入法界品十八問答》一卷、

唐澄觀撰述《華嚴經七處九會頌釋草》一卷、宋復菴

述《華嚴經綸貫》一卷，(第五套)唐慧苑述《續華嚴經

略疏刊定記》十五卷、唐李通玄造《華嚴經大意》一

卷、唐李通玄撰《新華嚴經論》四十卷、唐李通玄造

論志寧釐經合論《華嚴經合論》一百二十卷，(第七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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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李通玄撰《華嚴經決疑論》四卷、明李贄簡要《華

嚴經合論簡要》四卷、明方澤纂《華嚴經合論纂要》

三卷、唐澄觀述《華嚴經行願品疏》十卷、唐宗密

撰集《華嚴經行願品疏科》一卷、唐澄觀別行疏宗密

隨疏鈔《華嚴經行願品疏鈔》六卷、宋遵式治定《華

嚴經普賢行願品疏科》一卷，(第八套)不著撰者《華嚴

經疏科文》十卷、唐澄觀撰述《華嚴經疏鈔玄談》九

卷、唐澄觀撰述《華嚴經疏演義鈔》八十卷，(第十一

套)唐澄觀述宋淨源錄疏注經《華嚴經疏注》百二十

卷、遼鮮演述《華嚴經談玄決擇》六卷，(第一二套)

元普瑞集《華嚴懸談會玄記》四十卷、新羅表員集《華

嚴經文義要決問答》四卷、宋戒環集《華嚴經要解》

一卷、宋道通述《華嚴經吞海集》三卷、唐澄觀疏義

明德清提挈《華嚴經綱要》八十卷，(第十四套)清永光

錄集《華嚴經綱目貫攝》一卷、清永光敬錄《華嚴經

三十九品大意》一卷、唐宗密述《圓覺經大疏》十二

卷、唐宗密製《圓覺經大疏鈔科》三卷、唐宗密撰《圓

覺經大疏釋義鈔》十三卷、不著撰者《圓覺經略疏科》

一卷、唐宗密述《圓覺經略疏四卷》、唐宗密《圓覺經

略疏之鈔》十二卷、宋觀復撰《圓覺經鈔辨疑誤》二

卷、元清遠述《圓覺經疏鈔隨文要解》十二卷、宋孝

宗帝註《御註圓覺經》二卷、宋行霆解《圓覺經類解》

八卷、宋周琪述《圓覺經夾頌集解講義》十二卷、宋

智聰述《圓覺經心鏡》六卷、宋如山注《圓覺經略疏

序注》一卷，(第十六套)宋元粹述《圓覺經集註》二卷、

明德清解《圓覺經直解》二卷、明通潤述《圓覺經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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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六卷、明寂正要解《圓覺經要解》二卷、明焦竑

纂《圓覺經精解評林》卷上、清弘麗著《圓覺經句釋

正白》六卷、清淨挺著《圓覺經連珠》一卷、清通理

述《圓覺經折義疏》四卷、唐徐鍔撰《大寶積經述》

一卷、宋子璿述《楞嚴經義疏注經科》一卷、宋子璿

集《楞嚴經義疏注經》二十卷、宋懷遠錄《楞嚴經義

疏釋要鈔》六卷、宋宗印述《楞嚴經釋題》一卷、宋

思坦集註《楞嚴經集註》十卷、宋仁岳述《楞嚴經熏

聞記》五卷、宋戒環解《楞嚴經要解》二十卷、宋惟

愨科可度箋《楞嚴經箋》二十卷，(第十八套)宋德洪造

論正受會合《楞嚴經合論》十卷、元惟則會解《楞嚴

經會解》十卷、明真鑑作《楞嚴經正疏科》一卷、

明真鑑述《楞嚴經正疏懸示》一卷、明真鑑述《楞

嚴經正疏》十卷、明袾宏述《楞嚴經摸象記》一卷、

明德清述《楞嚴經懸鏡》一卷、明德清排訂《楞嚴經

通議提綱略科》一卷、明德清述《楞嚴經通議》十卷

補遺一卷、明圓澄註《楞嚴經臆說》一卷、元惟則會

解明傅燈疏《楞嚴經圓通疏》十卷、明真覺述《楞嚴

經百問》一卷，(第二十套)明傳燈述《楞嚴經玄義》四

卷、明一松說靈述記《楞嚴經秘錄》十卷、明智旭撰

述道昉參訂《楞嚴經玄義》二卷、明智旭撰述道昉參

訂《楞嚴經文句》十卷、不著撰者《楞嚴經文句》十

卷，(第二十一套)明錢謙益鈔《楞嚴經疏解蒙鈔》十卷，

(第二十二套)明凌弘憲點釋《楞嚴經證疏廣解》十卷、

明通潤述《楞嚴經合轍》十卷、明失撰者名《楞嚴經

直指科文》一卷、明函疏《楞嚴經直指》十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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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韶撰《楞嚴經擊節》一卷、明觀衡撰《楞嚴經懸談》

一卷、明真可撰《釋楞嚴經》一卷、明陸西星述《楞

嚴經說約》一卷、明陸西星述《楞嚴經述旨》十卷、

明傅如述《楞嚴經截流》二卷、明傅燈述《楞嚴經圓

通疏前茅》二卷、明廣莫直解《楞嚴經直解》十卷、

明乘講錄《楞嚴經講錄》十卷、明真界纂註《楞嚴

經纂註》十卷、明焦竑纂《楞嚴經精解評林》三卷，(第

二十三套)明元賢述《楞嚴經略疏》十卷、清劉道開纂

述《楞嚴經貫攝》十卷、清靈耀述《楞嚴經觀解科》

一卷、清靈耀述《楞嚴經觀心定解大綱》一卷、清靈

耀述《楞嚴經觀心定解》十卷，(第二十四套)清淨挺著

《楞嚴經問答》一卷、清通理述《楞嚴經指掌疏懸示》

一卷、清通理述《楞嚴經指掌疏》十卷、清失撰者《楞

嚴經指掌疏事義》一卷、明正相解《楞嚴經勢至圓通

章科解》一卷、清續法集《楞嚴經勢至圓通章疏鈔》

二卷、清行策撰《楞嚴經勢至圓通章解》一卷、清諦

閑述《楞嚴經序指味疏》一卷、清溥畹撰《楞嚴經寶

鏡疏科文》一卷、清溥畹述《楞嚴經寶鏡疏懸談》一

卷、不著撰者《楞嚴經寶鏡疏》十卷、清濟時述《楞

嚴經正見》十卷，(第二十五套)明曾鳳儀宗通《楞嚴經

宗通》十卷、唐法藏撰《入楞伽經心玄義》一卷、宋

寶臣述《大乘入楞伽經註》十卷、唐智嚴註《楞伽經

註》殘卷、不著撰者《楞伽經疏》殘卷、宋善月述《楞

伽經通義》六卷、宋正受集記《楞伽經集註》四卷、

宋楊彥國纂《楞伽經纂》四卷、明德清筆記《觀楞伽

經記》八卷，(第二十六套)明德清撰《楞伽補遺》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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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旭撰述《楞伽經玄義》一卷、明智旭疏義《楞伽

經義疏》九卷、明曾鳳儀宗通《楞伽經宗通》八卷、

明通潤述《楞伽經合轍》八卷，(第二十七套)明廣莫參

訂《楞伽經參訂疏》八卷、明焦竑纂《楞伽經精解評

林》一卷、清淨挺著《楞伽經心印》一卷、清函疏

《楞伽經心印》八卷、後秦僧肇註《注維摩經》十卷、

隋慧遠撰《維摩經義記》八卷、隋智顗撰《維摩經玄

疏》六卷、隋智顗撰《維摩經文疏》二十八卷，(第

二十八套)隋智顗說唐湛然略《維摩經略疏》十卷、唐

湛然疏《維摩經疏記》三卷、隋吉藏造《淨名玄論》

八卷，(第二十九套)隋吉藏撰《維摩經遊意》一卷、隋

吉藏撰《維摩經義疏》六卷、隋吉藏撰《維摩經略疏》

五卷、唐窺基作《說無垢稱經贊》六卷、唐道暹私記

《維摩經疏記鈔》二卷、宋智圓述《維摩經略疏垂裕

記》十卷，(第三十套)明楊起元評註《維摩經評註》十

四卷、明傅燈著《維摩經無我疏》十二卷、明失撰者

《維摩經疏科》一卷、清淨挺著《維摩經饒舌》一卷、

隋吉藏撰《勝鬘經寶窟》六卷、隋慧遠撰《勝鬘經義

記》二卷、唐窺基說義令記《勝鬘經述記》二卷、日

本聖德太子疏唐明空私鈔《勝鬘經疏義私鈔》六卷、

隋吉藏撰《金光明經疏》一卷、明明得排定《金光明

經玄義科》一卷、隋智顗說唐灌頂錄宋智禮述明明得

會《金光明經玄義拾遺記》六卷，(第三十一套)明明得

排定《金光明經文句科》一卷、隋智顗說唐灌頂錄宋

智禮述明明得會《金光明經文句文句記》八卷、宋從

義撰《金光明經玄義順正記》三卷、宋從義撰《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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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經文句新記》八卷、宋宗曉述《金光明經照解》二

卷、明受汰集《金光明經科註》四卷、唐慧沼撰《金

光明最勝王經疏》十卷，(第三十二套)隋慧遠撰《無量

壽經義疏》二卷、隋吉藏撰《無量壽經義疏》一卷、

唐玄一集《無量壽經記》殘卷、唐璟興撰《無量壽經

連義述文贊》三卷、新羅元曉撰《無量壽經宗要》一

卷、清彭際清述《無量壽經起信論》三卷、清王耕心

衷論《摩訶阿彌陀經衷論》一卷、隋慧遠撰《觀無量

壽經義疏》二卷、隋吉藏撰《觀無量壽經義疏》一卷、

唐善導集記《觀無量壽佛經疏》四卷、唐法聰撰《釋

觀無量壽佛經記》一卷、宋知禮排定明真覺重排《觀

無量壽經疏妙宗鈔科》一卷、隋智顗說宋知禮述日本

實觀分會《觀無量壽佛經疏妙宗鈔》五卷、宋知禮撰

《觀無量壽佛經融心解》一卷、宋元照述《觀無量壽

佛經義疏》三卷，(第三十三套)宋戒度述《觀無量壽經

扶新論》一卷、宋戒度述《觀無量壽經義疏正觀記》

三卷、明傅燈述《觀無量壽佛經圖頌》一卷、清續法

集《觀無量壽經直指疏》二卷、清彭際清述《觀無量

壽佛經約論》一卷、隋智顗說灌頂記《阿彌陀經義記》

一卷、唐慧淨述《阿彌陀經義述》一卷、唐窺基撰《阿

彌陀經通贊疏》三卷、唐窺基撰《阿彌陀經疏》一卷、

宋智圓述《阿彌陀經義疏》一卷、宋元照述《阿彌陀

經義疏》一卷、宋元照述戒度記《阿彌陀經義疏聞持

記》三卷、元性澄句解《阿彌陀經句解》一卷、明大

佑述《阿彌陀經略解》一卷、明大佑述傳燈鈔《阿彌

陀經略解圓中鈔》二卷、明袾宏述《阿彌陀經疏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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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卷、明失撰者《阿彌陀經疏鈔事義》一卷、明失撰

者《阿彌陀經疏鈔問辯》一卷、明古德法師演義慈航

智願定本《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四卷、明袾宏疏鈔清

徐塊廷擷《阿彌陀經疏鈔擷》一卷、明大慧釋《阿彌

陀經已決》一卷、清智旭解《阿彌陀經要解》一卷、

明智旭要解清達默造鈔達林參訂《阿彌陀經要解便蒙

鈔》三卷、清淨挺著《阿彌陀經舌相》一卷、清續法

錄註《阿彌陀經略註》一卷、清鄭澄德鄭澄源註《阿

彌陀經註》一卷、清彭際清述《阿彌陀經約論》一卷、

清了根纂註《阿彌陀經直解正行》一卷、清真嵩述《阿

彌陀經摘要易解》一卷、明圓澄註《思益梵天所問經

簡註》四卷，(第三十四套)清來舟述《大乘本生心地觀

經淺註懸示》一卷、不著撰者《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叉

註科文》一卷、清來舟集《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淺註》

八卷、唐法藏撰《大乘密嚴經疏》四卷、唐圓測撰《解

深密經疏》十卷，(第三十五套)明智旭述《占察善惡業

報經玄義》一卷、明智旭述《占察善惡報經義疏》二

卷、唐宗密撰《盂蘭盆經疏》二卷、唐宗密疏宋元照

記《盂蘭盆經疏新記》二卷、宋普觀述《盂蘭盆經疏

會古通今記》二卷、宋可觀述《議蘭盆五章》一卷、

不著撰者《盂蘭盆經疏孝衡鈔科》一卷、宋遇榮鈔《盂

蘭盆經疏孝衡鈔》二卷、宋日新錄《盂蘭盆經疏鈔餘

義》一卷、明智旭疏《盂蘭盆經新疏》一卷、清靈耀

撰《盂蘭盆經疏折中疏》一卷、清元奇書《盂蘭盆經

略疏》一卷、新羅太賢撰《藥師經古》二卷、清淨

挺著《藥師經焰》一卷、清靈耀撰《藥師經直解》



東海館藏和刻本線裝書簡明目錄初稿 

 70

一卷、清靈定岳玄排《地藏本願經科文》一卷、清

靈撰《地藏本願經綸貫》一卷、清靈輯《地藏本

願經科註》六卷、隋吉藏撰《彌勒經遊意》一卷、新

羅元曉撰《彌勒上生經宗要》一卷、唐窺基撰《觀彌

勒上生經疏》二卷、唐失撰者《彌勒上生經述贊》一

卷、唐失撰者《彌勒下生經述贊》一卷、唐憬興撰《彌

勒上生經疏》一卷、唐憬興撰《彌勒下生經疏》一卷、

唐憬興撰《彌勒成佛經疏》一卷、宋守千集《彌勒上

生經瑞應鈔科》一卷、宋守千集《彌勒上生經瑞應鈔》

二卷，(第三十六套)清工布查布解述《造像量度經解》

一卷、唐一行記《大日經疏》二十卷、唐一行述記《大

日經義釋》十四卷，(第三十七套)遼覺苑撰《大日經義

釋演密鈔》十卷、唐不可思議撰《大毗盧遮那經供養

次第法疏》二卷、唐不空造《金剛頂經大瑜伽祕密心

地法門義訣》上卷、唐不空撰《青頸觀自在菩薩心

陀羅尼經釋義》一卷、唐慧沼撰《十一面神心經義

疏》一卷、唐法崇述《佛頂尊勝陀羅尼經疏》二卷、

清續法釋《佛頂尊勝陀羅尼經釋》一卷、清弘贊會釋

《七俱胝佛母所說準提陀羅尼經會釋》三卷、清續法

述《觀自在菩薩如意心陀羅尼經略疏》二卷、宋大隱

排定《大般若經關法》六卷、清葛提綱《大般若經

綱要》十卷，(第三十八套)隋吉藏撰《大品經遊意》一

卷、隋吉藏撰《大品經義疏》十卷、新羅元曉撰《大

慧度經宗要》一卷、唐窺基撰《大般若經理趣分述讚》

三卷、晉僧肇注《金剛經註》一卷、隋吉藏撰《金剛

經義疏》四卷、唐慧淨注《金剛經註疏》三卷、唐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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儼述《金剛經略疏》二卷、唐窺基撰《金剛經贊述二

卷》、唐慧能解義《金剛經解義》二卷、唐慧能說《金

剛經口訣》一卷、唐宗密述《金剛經疏論纂要》二卷、

宋子璿記《金剛經疏論纂要刊定記》四卷、宋道川頌

《金剛經註》三卷、宋可觀注《金剛經義》一卷、宋

善月述《金剛經會解》二卷、宋曇應排《金剛經采微

科》一卷、宋曇應述《金剛經采微》二卷、宋曇應述

《金剛經采微餘釋》一卷、宋楊圭編《金剛經集解》

四卷、宋張無盡述《金剛經四十二分說》一卷、元徐

行善科《金剛經疏科釋》一卷、宋宗鏡述《銷釋金剛

經科儀會要》一卷、宋宗鏡述明覺連重集《銷釋金剛

經科儀會要註解》九卷、明洪蓮編《金剛經註解》、明

韓巖集解程衷懋補註《金剛經補註》二卷、明屠根註

《金剛經註解鐵鋑錎》二卷，(第三十九套)明曾鳳儀宗

通《金剛經宗通》七卷、明曾鳳儀釋《金剛經偈釋》

二卷、明真可撰《金剛經釋》一卷、明德清撰《金剛

經決疑》一卷、明廣伸述《金剛經鎞》二卷、明林兆

恩撰《金剛經統論》一卷、明大韻筆記《金剛經正眼》

一卷、明如觀註《金剛經筆記》一卷、明智旭造論《金

剛經破空論》一卷、明智旭述《金剛經觀心釋》一卷、

明觀衡撰《金剛經略談》一卷、明元賢述《金剛經略

疏》一卷、明圓杲解註《金剛經音釋直解》一卷、清

淨挺著《金剛三昧》一卷、清王起隆述《金剛經大意》

一卷、清無是註解《金剛經如是解》一卷、清徐昌治

纂《金剛經會解了義》一卷、清行策會編《金剛經疏

記會編》十卷、清通理會《金剛經偈》一卷、清通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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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金剛新眼疏經偈合釋》二卷、清徐發詮次《金剛

經郢說》一卷、清仲之屏彙纂《金剛經註正訛》一卷、

清翁春王錫琯解釋《金剛經淺解》一卷、唐宗密疏宋

子璿記清大璸科會《金剛經疏記科會》十卷，(第四十

套)清靈耀撰《金剛經部旨》二卷、清溥仁乩釋子真乩

訂《金剛經註釋》一卷、清寂燄述《金剛經演占》一

卷、清成鷲著《金剛經直說》一卷、清石成金撰集《金

剛經石注》一卷、清龔穊綵註《金剛經正解》二卷、

清性起述《金剛經法眼懸判疏鈔》九卷、清性起述《金

剛經法眼註疏》二卷、清行敏述《金剛經如是經義》

二卷、清行敏述《金剛經註講》二卷、清孚佑帝君註

解《金剛經註解》一卷、清孫念劬纂《金剛經彙纂》

二卷、清溥畹述《金剛經心印疏》二卷、清俞樾註《金

剛經注》二卷、清俞樾著《金剛經訂義》一卷、清存

吾闡說《金剛經闡說》二卷、清徐槐廷述《金剛經解

義》二卷、清謝承謨註釋《金剛經易解》二卷、隋吉

藏撰《仁王經疏》六卷、唐圓測撰《仁王經疏》六卷、

隋智顗說灌頂記《仁王經合疏》三卷、隋智顗說灌頂

記《仁王經疏會本》三卷、明真貴述《仁王經科疏科

文》一卷、明真貴述《仁王經科疏懸談》一卷、明真

貴述《仁王經科疏》五卷、唐良賁撰《仁王經疏》

七卷，(第四十一套)唐遇榮集《仁王經疏法衡鈔》六卷、

宋淨源撰集《仁王經疏》四卷、唐慧淨作《般若心經

疏》一卷、唐靖邁撰《般若心經疏》一卷、唐窺基撰

《般若心經幽贊》二卷、宋守千添改《般若心經幽贊

添改科》一卷、宋守千集《般若心經幽贊崆峒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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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中天竺提婆註《般若心經註》一卷、唐圓測撰《般

若心經贊》一卷、唐明曠述《般若心經略疏》一卷、

宋智圓述《般若心經疏》一卷、宋智圓撰《般若心經

疏詒謀鈔》一卷、唐法藏疏宋仲希說《般若心經略疏

顯正記》三卷、明錢謙益集《般若心經略疏小鈔》二

卷、唐慧忠著宋道楷及懷琛述《般若心經三注》一卷、

不著撰者《般若心經頌》一卷、宋道隆述《般若心經

注》一卷、明宋濂文句《般若心經解義節要》一卷、

明真可撰《般若心經注解》一卷、明真可撰《般若心

經直談》一卷、明真可說《般若心經要論》一卷、明

真可說《般若心經說》一卷、明謝觀光釋《般若心經

釋義》一卷、明謝觀光釋《般若心經釋疑》一卷、明

德清述《般若心經直說》一卷、明李贄撰《般若心經

提綱》一卷、明林兆恩撰《般若心經釋略》一卷、明

林兆恩撰《般若心經概論》、明洪恩述《般若心經說》

一卷、明諸萬里註《般若心經註解》一卷、明通容述

《般若心經斲輪解》一卷、明大文述《般若心經正眼》

一卷、明弘麗著《般若心經開度》一卷、明正相解《般

若心經發隱》一卷、明大慧釋《般若心經際決》一卷、

明弘贊述《般若心經添足》一卷、明弘贊述《般若心

經貫義》一卷、明智旭述《般若心經釋要》一卷、明

觀衡述《般若心經小談》一卷，(第四十二套)明益證疏

《般若心經一貫疏》一卷、明元賢述《般若心經指掌》

一卷、清續法述《般若心經事觀解》一卷、清續法述

《般若心經理性解》一卷、清王起隆述《般若心經大

意》一卷、清徐昌治解《般若心經解》一卷、清淨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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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般若心經句解》一卷、清道霈說《般若心經請益

說》一卷、清仲之屏纂註《般若心經註疏》一卷、清

函撰《般若心經論》一卷、清孫念劬纂《般若心經

彙纂》一卷、清行敏述《般若心經如是經義》一卷、

清行敏述《般若心經註講》一卷、清王澤泩註解《般

若心經句解易知》一卷、清徐槐廷解義《般若心經解

義》一卷、清敬止撰《般若心經註解》一卷、清謝承

謨註釋《般若心經易解》一卷、大顛祖師註解《般若

心經註解》一卷、明何道全註《般若心經註解》一卷、

不著撰者《般若心經註解》一卷、清孚佑帝君註解《般

若心經註解》一卷、宋竺道生撰《法華經疏》二卷、

梁法雲撰《法華經義記》八卷、隋吉藏撰《法華經玄

論》十卷、隋吉藏撰《法華經遊意》二卷、隋吉藏撰

《法華經義疏》十二卷，(第四十三套)隋吉藏撰《法華

經統略》六卷、唐湛然述《法華經大意》一卷、唐湛

然述《法華五百問論》三卷、唐湛然述《法華三大部

科文(玄義科五卷文句科六卷止觀科五卷)》十六卷、宋

法照撰《法華三大部讀教記(玄義記七卷文句記七卷止

觀記四卷諸部記二卷)》二十卷、宋從義撰《法華三大

部補注(玄義注三卷文句注七卷止觀注四卷)》十四卷，

(第四十四套)宋善月述《大部妙玄格言》二卷、宋有嚴

注《法華經玄籤備撿》四卷、明智旭節《法華經玄義

節要》二卷、明傳錄《法華經玄義輯略》一卷、清

靈耀述《法華經釋籤緣起序指明》一卷、宋智銓述《法

華經玄籤證釋》十卷，(第四十五套)唐道暹述《法華經

文句輔正記》十卷、唐智度述《法華經疏義纘》六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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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智雲述《妙經文句私志諸品要義》二卷、唐智雲撰

《妙經文句私志記》十四卷，(第四十六套)宋有嚴箋《法

華經文句記箋難》四卷、宋善月述《法華經文句格言》

三卷、清道霈纂要《法華經文句纂要》七卷，(第四十

七套)宋道威入注《法華經入疏》十二卷、不著撰者《法

華經要解科》一卷、宋戒環解《法華經要解》七卷、

宋慧洪造張商英撰《法華經合論》七卷、宋聞達解《法

華經句解》八卷，(第四十八套)宋與咸錄《法華經前六

意》一卷、宋祥邁註《法華經序注》一卷、宋守倫註

明法濟參訂《法華經科註》十卷、元徐行善科註《法

華經科註》八卷、明一如集註《法華經科註》七卷、

明如愚著《法華經知音》七卷、明無相說《法華經大

意》三卷、明德清述《法華經擊節》一卷、明德清述

《法華經通義》七卷、明焦竑纂《法華經精解評林》

二卷，(第五十套)明圓澄說明海重訂《法華經意語》一

卷、明通潤箋《法華經大窾》七卷、明智旭述《法華

經綸貫》一卷、明智旭述《法華經會義》十六卷、清

淨挺著《法華經懸譚》一卷、清徐昌治逗註《法華經

卓解》七卷，(第五十一套)清際慶排錄《法華經大成科》

一卷、清大義集《法華經大成》九卷、清淨昇集《法

華經大成音義》一卷、清智祥撰《法華經授手卷首》

一卷、清智祥排《法華經授手科》一卷、清智祥集《法

華經授卷》十卷，(第五十二套)清廣和標科《法華經演

義科》一卷、清一松講錄廣和編定《法華經演義》二

十卷、清普德立科智一拾遺《法華經科拾懸談卷首》

一卷、清普德立科智一拾遺《法華經科拾科》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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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普德立科智一拾遺《法華經科拾》七卷、清通理排

《法華經指掌疏科文》一卷、清通理述《法華經指掌

疏懸示》一卷、清通理述《法華經指掌疏》七卷、清

通理述《法華經指掌疏事義》一卷、唐窺基撰《法華

經為為章》一卷、唐窺基撰《法華經玄贊》十卷，(第

五十三套)唐慧沼撰《法華經玄贊義決》一卷、唐智周

撰《法華經玄贊攝釋》四卷、唐崇俊撰法清集疏《法

華經玄贊決擇記》八卷、唐栖復集《法華經玄贊要集》

三十五卷，(第五十四套)唐失撰者《法華經玄贊釋》卷

二，(第五十五套)明失撰者《觀音經玄義記科》一卷、

明失撰者《觀音經玄義記箇條》一卷、隋智顗說宋知

禮述日本實乘分會《觀音經玄義記》四卷、明失撰者

《觀音經義疏記科》一卷、明失撰者《觀音經義疏記

條箇》一卷、隋智顗說宋知禮述日本實乘分會《觀音

經義疏記》四卷、宋遵式述《觀音經普門品重頌》一

卷、清靈耀說《觀音經普門品膚說》一卷、清智敬錄

出《高王觀音經註釋》一卷、宋失撰者《普賢觀經義

疏科》一卷、宋本如述處咸續解《普賢觀經義疏》二

卷、明圓澄注《金剛三昧經注解》四卷、清震述《金

剛三昧經通宗記》十二卷、梁寶亮等集《涅槃經集

解》七十一卷、隋慧遠述《涅槃經義記》二十卷，(第

五十六套)隋吉藏撰《涅槃經遊意》一卷、隋灌頂撰唐

道暹撰日本守篤分會《涅槃經玄義文句》二卷、宋智

圓撰《涅槃經治定疏科》十卷、日本失撰者《涅槃經

會疏條箇》三條、隋灌頂撰唐湛然再治日本本純分會

《涅槃經會疏》三十六卷，(第五十七套)唐行滿集《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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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經疏私記》十二卷，(第五十八套)唐道暹述《涅槃經

疏私記》九卷、宋智圓述《涅槃經疏三德指歸》二十

卷，(第五十九套)元師正排科可度重訂《科南本涅槃經》

三十六卷、元師正分科圓澄會疏《涅槃經會疏解》三

十六卷、清淨挺著《涅槃經末後句》一卷、宋守遂註

日了童補註《遺教經補註》一卷、明智旭述《遺教經

解》一卷、明道霈述《遺教經指南》一卷、隋慧遠撰

《溫室經記義》一卷、宋真宗皇帝註《四十二章經御

註》一卷、宋守遂註明了童補註《四十二章經註》一

卷、明智旭著《四十二章經解》一卷、明道霈述《四

十二章經指南》一卷、清續法述《四十二章經疏鈔》

五卷、明真可撰《釋八大人覺經》一卷、明智旭解《八

大人覺經略解》一卷、清續法述《八大人覺經疏》一

卷、清彭際清述《淨土三經論 (無量壽經起信論三卷觀

無量壽佛經約論一卷阿彌陀經約論一卷)》五卷、清淨

挺著《閱經十二種(華嚴經頌一卷梵網戒光一卷楞伽心

印一卷維摩饒舌一卷圓覺連珠一卷楞嚴答問一卷藥師

燈燄一卷彌陀舌相一卷金剛三昧一卷心經句義一卷法

華懸譚一卷涅槃末後句一卷)》十四卷、明智旭解《三

經解(四十二章經略解一卷遺教經解一卷八大人覺經

解一卷)》三卷、明道霈述《佛祖三經指南(四十二章指

南一卷佛遺教經指南一卷溈山警策指南一卷)》三卷、

隋智顗說唐灌頂記《梵網菩薩戒經義疏》二卷、唐明

曠刪補《梵網菩薩戒經疏刪補》三卷、宋與咸入疏箋

經加註釋疏《梵網菩薩戒經疏註》八冊、明袾宏發隱

《梵網菩薩戒經義疏發隱》五卷、明袾宏述《梵網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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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戒經義疏發隱事義》一卷、明袾宏述《梵網菩薩戒

經義疏發隱問辯》一卷、唐傳奧述《梵網經記》二卷，

(第六十套)新羅元曉造《梵網經菩薩戒本私記》卷上、

唐法藏撰《梵網經菩薩戒本疏》六卷、新羅義寂述《梵

網經菩薩戒本疏》三卷、唐勝莊撰《梵網經菩薩戒本

述記》四卷、唐知周撰《梵網經菩薩戒本疏》五卷、

新羅大賢撰《菩薩戒本宗要》一卷、新羅大賢集《梵

網經古記》四卷、唐法銑撰《梵網經菩薩戒 8 疏》

四卷、宋慧因註《梵網經菩薩戒注》三卷、明今釋造

《菩薩戒疏隨見錄》一卷、明智旭述道昉訂《梵網經

玄義》一卷、明智旭註道昉訂《梵網經合註》七卷、

明弘贊述《梵網經菩薩戒略疏》八卷，(第六十一套)

明寂光直解《梵網經直解》四卷、明失撰者《梵網經

直解事義》一卷、清淨挺著《梵網經戒光》一卷、清

德玉順硃《梵網經順硃》二卷、清書玉述《梵網經菩

薩戒初津》八卷、新羅元曉述《菩薩戒本持犯要記》

一卷、明智旭箋《菩薩戒本箋要》一卷、明智旭釋《菩

薩戒羯磨文釋》一卷、隋慧遠述《地持論義記》十卷、

新羅元曉撰《瓔珞本業經疏》二卷、清蕅益編訂《十

善業道經節要》一卷、唐道宣刪定《新刪定四分僧戒

本》一卷、明廣承輯錄智旭會補《毗尼珍敬錄》二卷、

清讀體集《毗尼止持會集》十六卷，(第六十二套)唐定

賓撰《四分比丘戒本疏》二卷、唐道宣述《四分律比

丘含注戒本》三卷、唐道宣撰《四分律含注戒本疏》

八卷、宋允堪述《四分律含注戒本疏發揮記》卷三、

宋元照錄《四分律含注戒本疏科》八卷、唐道宣撰宋



叢書部 

 79

元照述日本即靜分會《四分律含注戒本疏行宗記》二

十一卷，(第六十三套)宋道言述《釋四分戒本序》一卷、

明廣莫輯錄《四分戒本緣起事義》一卷、明弘贊繹《四

分戒本如釋》十二卷、明元賢述《四分戒本約義》四

卷、明智旭彙釋《重治毗尼事義集要》十七卷、清德

基輯《毗尼關要》十六卷、清德基輯《毗尼關要事義》

一卷，(第六十四套)宋元照重定《四分刪定比丘尼戒本》

一卷、清讀體《四分比丘尼戒本》一卷、宋允堪述《四

分比丘尼鈔科》一卷、唐道宣述《四分比丘尼鈔》六

卷、明弘贊輯《式叉摩那尼戒本》一卷、唐道宣撰《四

分律刪補隨機羯磨疏》八卷、宋允堪述《四分律隨機

羯磨疏正源記》八卷、宋元照錄《四分律刪補隨機羯

磨疏科》四卷、唐道宣疏宋元照記日本禪龍合會《四

分律刪補隨機羯磨疏濟緣記》二十二卷，(第六十五套)

宋則安述《羯磨經序解》一卷、唐道宣撰集清讀體續

釋《毗尼作持續釋》十五卷、唐治礪撰述《四分律疏》

二十卷，(第六十六套)唐定賓作《四分律疏飾宗義記》

十卷、唐智首撰《四分律疏》二十卷、唐懷素撰《四

分律開宗記》二十卷，(第六十七套)唐道宣撰《四分律

刪繁補闕行事鈔》十二卷、唐志鴻撰述《四分律搜玄

錄》二十卷、唐大覺撰《四分律行事鈔批》二十八卷，

(第六十八套)後唐景霄纂《四分律行事鈔簡正記》十七

卷，(第六十九套)宋元照錄《四分律行事鈔科》十二卷、

唐道宣撰宋元照述日本慧門等分會《四分律行事鈔資

持記》四十二卷，(第七十套)宋則安述《資持記序解并

五例講義》一卷、宋慧顯集日本戒月改錄《行事鈔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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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記標目》一卷、宋道標出《資持記立題拾義》一卷、

宋道世纂《毗尼討要》六卷、明弘贊輯《四分律名義

標釋》四十卷，(第七十一套)明智旭釋《四分律藏大小

持戒犍度略釋》一卷、宋元照錄《四分律拾毗尼義鈔

科》一卷、唐道宣撰《四分律拾毗尼義鈔》六卷、宋

允堪述《四分律拾毗尼義鈔輔要記》六卷、明智旭科

註《佛說齋經科註》一卷、明性祗述《佛說目連五百

問經略解》二卷、明永海述《佛說目蓮五百問戒律中

輕重事經釋》二卷、魏曇鸞註解《往生論註》二卷、

隋慧遠撰《十地經論義記》八卷、陳智愷作《起信論

一心二門大意》一卷、隋曇延撰《起信論義疏》二卷、

隋慧遠撰《起信論義疏》四卷、新羅元曉疏并別記《起

信論疏記》六卷、新羅元曉撰《起信論別記》二卷、

新羅太賢作《起信論內義略探記》一卷、唐見登集《起

信論同異略集》二卷、唐法藏撰《起信論義記》七卷、

唐法藏撰《起信論別記》一卷、唐法藏撰宗密註《起

信論疏註》四卷、宋子璿錄《起信論疏筆削記》二十

卷、明真界纂註《起信論纂註》二卷，(第七十二套)

明正遠註《起信論捷要》二卷、明通潤述疏《起信論

續疏》二卷、唐法藏造疏明德清纂要《起信論疏略》

四卷、明德清述《起信論直解》二卷、清續法輯《起

信論疏記會閱卷首》一卷、清續法會編《起信論疏記

會閱》十卷、明智旭述《起信論裂網疏》六卷、唐法

敏集《釋摩訶衍論疏》六卷、唐聖法鈔《釋摩訶衍論

記》、遼法悟撰《釋摩訶衍論贊玄疏》五卷，(第七

十三套)宋普觀治定《釋摩訂衍論科》二卷、宋普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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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摩訶衍論記》六卷、遼志福撰《釋摩訶衍論通玄

鈔》四卷、清楊文會略註《大宗地玄文本論略註》四

卷、宋遍滿撰《金剛頂菩提心論略記》一卷、隋碩法

師撰《三論遊意義》一卷、隋吉藏撰《三論玄義》

二卷、隋吉藏撰《中論疏》二十卷、隋吉藏撰《百論

疏》九卷、隋吉藏撰《十二門論疏》六卷、唐法藏述

《十二門論宗致義記》二卷，(第七十四套)唐均正撰《大

乘四論玄義》十卷、唐法藏撰《大乘法界無差別論疏》

二卷、宋普觀錄《大乘法界無差別論疏領囡鈔科》一

卷、宋普觀述《大乘法界無差別論疏領要鈔》二卷、

唐失撰者《掌珍論疏》卷下、隋吉藏撰《法華論疏》

三卷、唐失撰者《法華經論述記》上卷、南北朝慧影

抄撰《大智度論疏》二十四卷、唐窺基撰《金剛般若

經論會釋》三卷、唐窺基撰《雜集論述記》十卷，(第

七十五套)新羅元曉撰《中邊分別論疏》卷第三、唐窺

基撰《辯中邊論述記》三卷、唐窺基撰《瑜伽論略纂》

十六卷、唐窺基撰《瑜伽論劫章頌》一卷、唐遁倫集

撰《瑜伽論記》四十八卷，(第七十六套)唐從芳述《百

法論顯幽鈔》一卷、唐窺基註解《百法門門論註》一

卷、唐普光撰《百法明門論疏》二卷、唐窺基註解明

普泰增修《百法明門論解》二卷、明德清述《百法明

門論論義》一卷、明廣益纂釋《百法明門論纂》一卷、

唐窺基註解明明昱贅言《百法明門論贅》一卷、明智

旭解《百法明門論直解》一卷、唐窺基撰《成唯識論

料簡》二卷，(第七十七套)唐窺基撰《成唯識論述記》

二十卷、唐窺基撰《成唯識論別抄》十卷，(第七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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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唐窺基撰《成唯識論樞要》四卷、唐智周述《成唯

識論掌中樞要記》二卷、唐慧沼述《成唯識論了義燈》

十四卷、唐智周撰《成唯識論了義燈記》二卷、唐智

周撰《成唯識論演秘》十四卷、唐道邑撰《成唯識論

義蘊》五卷，(第七十九套)唐如理集《成唯識論疏義演》

二十六卷、唐如理撰《成唯識論演秘釋》一卷、唐失

撰者《註成唯識論》卷十七，(第八十套)新羅太賢集《成

唯識論學記》八卷、唐靈泰撰《成唯識論疏抄》十八

卷，(第八十一套)明明昱俗詮《成唯識論俗詮》十卷、

明通潤集解《成唯識論集解》十卷、明王肯堂證義《成

唯識論證義》十卷，(第八十二套)明廣承音義《成唯識

論音義》十卷、明大真合響《成唯識論合響》十卷、

明大惠錄《成唯識論自攷》十卷、明智旭述《成唯識

論觀心法要》十卷、清智素科《成唯識論音響補遺科》、

清智素補遺《成唯識論音響補遺》十卷，(第八十三套)

明明昱約意《唯識三十論約意》一卷、明智旭解《唯

識三十論直解》一卷、唐窺基撰《唯識二十論述記》

二卷、明明昱會釋《觀所緣緣論會釋》一卷、明智旭

解《觀所緣緣論直解》一卷、明明昱錄記《觀所緣緣

論釋記》一卷、明智旭解《觀所緣緣論釋直解》一卷、

唐窺基記《異部宗輪論疏述記》一卷、唐元瑜述《順

正理論述文記》卷九、唐神泰述《俱舍論疏》十卷、

唐普光撰《俱舍論法宗原》一卷、唐法盈修《俱舍論

頌疏序記》一卷、唐慧暉述《俱舍論頌疏義鈔》六卷，

(第八十四套)唐普光述《俱舍論記》三十卷、唐法寶撰

《俱舍論疏》三十卷、唐圓暉述《俱舍論頌釋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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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卷，(第八十六套)唐遁麟述《俱舍論頌疏記》二十

九卷、某補作《俱舍論頌疏》卷三十、宋元照述《遺

教經論集法記》一卷、宋觀復述《遺教經論記》三卷、

唐神泰述《因明入正理門論述記》一卷、唐文軌述《因

明入正理論疏》三卷、唐窺基撰《因明入正理論疏》

六卷、唐慧沼述《因明入正理論義斷》一卷、唐慧沼

集《因明入正理論義纂要》一卷、唐慧沼述《因明入

正理論續疏》二卷、唐智周撰《因明入正理論疏前記》

三卷，(第八十七套)唐智周撰《因明入正理論疏後記》

三卷、唐智周撰《因明入正理論疏抄略》一卷、明真

界集解《因明入正理論解》一卷、明王肯堂集釋《因

明入正理論集解》一卷、明明昱疏《因明入正理論直

疏》一卷、明智旭述《因明入正理論直解》一卷、新

羅元曉述《判比量論》一卷、唐玄奘立宋延壽造明明

昱鈔《三支比量義鈔》一卷、明智旭略解《真唯識量

略解》一卷、隋吉藏撰《百論疏九卷》、唐從芳述《百

法論顯幽鈔》二十卷、南北朝慧影抄撰《大智度論疏》

二十四卷、唐失撰者《掌珍論疏》二卷、不著撰者《高

王觀世音經》一卷、不著撰者《觀世音菩薩救苦經》

一卷、不著撰者《觀世音菩薩往生淨土本緣經》一卷、

不著撰者《念佛超脫輪迴捷徑經》一卷、不著撰者《十

往生阿彌陀佛國經》一卷、不著撰者《淨度三昧經》

一卷、不著撰者《大藏正教血盆經》一卷、不著撰者

《佛說壽生經》一卷、不著撰者《化珠保命真經》一

卷、不著撰者《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二卷、不著撰

者《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一卷、清工布查布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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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量度經》一卷、唐智慧輪譯《般若波羅蜜多心經》

一卷、唐宗密製《圓覺經大疏鈔科》三卷、宋周琪述

《圓覺經夾頌集解講義》十二卷、宋如山註序《圓覺

經略疏序注》一卷，(第八十八套)唐靜居撰《大周經

玄義》一卷、唐靈裕集記《華嚴經文義記》卷六、唐

澄觀述宋淨源錄疏注經《華嚴經疏注》一百二十卷、

明方澤纂《注華嚴經合論纂要》三卷、清永光錄集《華

嚴經綱目貫攝》一卷、清永光敬錄《華嚴經三十九品

大意》一卷、宋遵式治定《華嚴經普賢行願品疏科》

一卷、宋惟愨釋可度箋《楞嚴經箋》二十卷，(第八十

九卷)明陸西星述《楞嚴經說約》一卷、明陸西星述《楞

嚴經述旨》十卷、明傅如述《楞嚴經截流》二卷、明

傳燈述《楞嚴經圓通疏前茅》二卷、明廣莫直解《楞

嚴經直解》十卷、明乘講錄《楞嚴經講錄》十卷，(第

九十套)明真界纂註《楞嚴經纂註》十卷、明焦竑纂《楞

嚴經精解評林》三卷、清諦閑述《楞嚴經序指味疏》

一卷、清溥畹撰《楞嚴經寶鏡疏科文》一卷、清溥畹

述《楞嚴經寶鏡疏懸談》一卷、清溥畹述《楞嚴經寶

鏡疏》十卷，(第九十一套)清濟時述《楞嚴經正見》十

卷、唐智嚴註《楞伽經註》殘卷、不著撰者《楞伽經

疏》殘卷、宋楊彥國纂《楞伽經纂》四卷、明焦竑纂

《楞伽經精解詁林》一卷、宋寶臣述《大乘入楞伽經

註》十卷、唐失撰者《彌勒上生經述贊》二卷、宋知

禮排定明真覺重排《觀無量壽經疏妙宗鈔科》一卷、

清續法集《觀無量壽經直指疏》二卷、清續法錄註《阿

彌陀經略註》一卷、清鄭澄德鄭澄源註《阿彌陀經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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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明大佑述傳燈鈔《阿彌陀經略解圓中鈔》二卷、

明袾宏疏鈔清徐塊廷擷《阿彌陀經疏鈔擷》一卷、明

智旭要解清達默造鈔達林參訂《阿彌陀經要解便蒙鈔》

三卷、清真嵩述《阿彌陀經摘要易解》一卷、唐徐鍔

撰《大寶積經述》一卷、唐道暹私記《維摩經疏記鈔》

二卷、明失撰名《維摩經疏科》一卷、明受汰集《金

光明經科註》四卷、清續法釋《佛頂尊勝陀羅尼經釋》

一卷、唐慧能說《金剛經口訣》一卷、宋曇應排《金

剛經采微科》一卷、宋曇應述《金剛經采微》二卷、

宋曇應述《金剛經采微餘釋》一卷、宋宗鏡述《銷釋

金剛經科儀會要》一卷、宋宗鏡述明覺連重集《銷釋

金剛經科儀會要註解》九卷、明屠根註《金剛經註解

鐵鋑錎》二卷、明韓巖集解程衷懋補註《金剛經補註》

二卷、清龔穊綵註《金剛經正解》二卷、清性起述《金

剛經法眼懸判疏》九卷、清性起述《金剛經法眼註疏》

二卷、清行敏述《金剛經如是經義》二卷、清行敏述

《金剛經註講》二卷、清存吾闡說《金剛經闡說》二

卷、清徐槐廷述《金剛經解義》二卷、清謝承謨註釋

《金剛經易解》二卷、清續法述《般若心經事觀解》

一卷、清續法述《般若心經理性解》一卷、清行敏述

《般若心經如是經義》一卷、清行敏述《般若心經註

講》一卷、清王澤泩註解《般若心經句解易知》一卷、

清徐槐廷解義《般若心經解義》一卷、清敬止撰《般

若心經註解》一卷、清謝承謨註釋《般若心經易解》

一卷，(第九十三套)唐失撰者《法華經玄贊釋》一卷、

明焦竑纂《法華經精解評林》二卷、清普德立科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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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遺《法華經科拾懸談卷首》一卷、清普德立科智一

拾遺《法華經科拾科》一卷、清普德立科智一拾遺《法

華經科拾》七卷、清通理排《法華經指掌疏科文》一

卷、清通理述《法華經指掌疏懸示》一卷、清通理述

《法華經指掌疏》六卷、清通理述《法華經指掌疏事

義》一卷、清智敬錄出《高王觀音經註釋》一卷、後

魏靈辨造《華嚴經論》一卷、宋智聰述《圓覺經心鏡》

六卷，(第九十四套)明焦竑纂《圓覺經精解評林》卷上、

清通理述《圓覺經折義疏》四卷、梁寶亮等集《涅

槃經集解》七十一卷、宋遇榮排《盂蘭盆經疏孝衡鈔

科》一卷、宋遇榮鈔《盂蘭盆經疏孝衡鈔》二卷、宋

日新錄《盂蘭盆經疏鈔餘義》一卷、明真貴述《仁王

經科疏科文》一卷、明真貴《仁王經科疏懸談》一卷、

明真貴述《仁王經科疏》五卷，(第九十五套)清書玉述

《梵網經菩薩戒初津》八卷、新羅元曉造《梵網經菩

薩戒本私記》卷上、明今釋造《菩薩戒疏隨見錄》一

卷、清蕅益編訂《十善業道經節要》一卷、唐志鴻撰

述《四分律搜玄錄》二十卷、宋允堪述《四分律拾毗

尼義鈔輔要記》六卷、明永海述《佛說目連五百問戒

律中輕重事經釋》二卷、宋普觀治定《釋摩訶衍論科》

二卷、唐遍滿撰《金剛頂菩提心論略記》一卷、唐失

撰者《法華經論述記》上卷、某補作《俱舍論頌疏》

一卷、新羅元曉述《判比量論》一卷、唐法寶述《一

乘佛性究竟論》卷三、宋仁岳撰《金剛錍科》一卷、

宋智圓集《金剛錍科》一卷、宋繼忠集《四明仁岳異

說叢書(岳闍梨十諫書一卷法智造編解謗書一卷岳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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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謗書一卷附法智遺編別理隨緣十門析難書一卷釋難

扶宗記一附法智遺編止疑書一卷附法智遺編抉膜書一

卷)》七卷、宋善月述《台宗十類因革論》四卷、唐海

雲記《大毗盧遮那神變加持經大教相承傳法次第記》

一卷、唐海雲集《略敘金剛界大教王師資相承傳法次

第記》一卷、唐海雲集《金胎兩界師資相承合》一卷、

唐造玄增補《胎金兩界血脈合》一卷、宋○忠撰《五

相智識頌》一卷、宋希迪述《五教章集成記》一卷、

宋淨源刊正《華嚴還源觀科》一卷、唐澄照讚《略授

三歸五八戒並菩薩戒》一卷、宋智肱述《華嚴清涼國

師禮讚文》一卷、宋淨源集《華嚴普賢行願脩證儀》

一卷、宋淨源集《華嚴普賢行願脩證儀》一卷、宋淨

源編敘《首楞嚴壇場修證儀》一卷。 

3.(第二編第一套)東晉慧遠問秦羅什答《大乘大義章》三

卷、隋僧肇著《寶藏論》一卷、隋僧肇作《肇論》一

卷、晉惠達撰《肇論疏》三卷、唐元康《肇論疏》三

卷、宋遵式排定《肇論疏科》一卷、宋曉月注《夾科

肇論序注》一卷、宋遵式述《注肇論疏》六卷、宋文

才述《肇論新疏》三卷、宋文才述《肇論新疏游刃》

三卷、明德清述《肇論略注》六卷、隋慧遠撰《大乘

義章》二十卷，(第二套)隋吉藏撰《二諦章》三卷、不

著撰者《三論略章》一卷、隋吉藏撰《大乘玄論》五

卷、明道衡述《物不遷正量證》一卷、明鎮澄著《物

不達正量論》二卷、明真界解《物不遷論辯解》一卷、

唐窺基撰《大乘法苑義林章》十四卷，(第三套)唐慧沼

撰《大乘法苑義林章補闕》八卷、唐智周撰《大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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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義林章決擇記》四卷、宋千述《表無表章栖翫記》

一卷、唐慧沼撰《勸發菩提心集》三卷、唐慧沼撰《能

顯中邊慧日論》四卷、唐智周撰《大乘入道次第章》

一卷、元雲峰集《唯識開蒙問答》二卷、明普泰補註

《八識規矩補註》二卷、明明昱證義《八識規矩補註

證義》一卷、明正誨略說《八識規矩略說》一卷、明

真可述《八識規矩頌解》一卷、明德清述《八識規矩

通說》一卷、明廣益纂釋《八識規矩纂釋》一卷、明

智旭解《八識規矩直解》一卷、清行舟說《八識規矩

淺說》一卷、清行舟註《八識規矩頌注》一卷、清性

起論釋善漳等錄《八識規矩論義》一卷、明德清述《性

相通說》二卷、明洪恩輯《相宗八要》八卷、明明昱

著《相宗八要解(百法明門論贅言一卷唯識三十論約意

一卷觀所緣緣論會釋一卷六離合釋法式通關一卷觀所

緣緣論釋記一卷因明入正理論直解一卷三支比量義鈔

一卷八識規矩補註證義一卷)》八卷、明智旭解《相宗

八要直解(因明入正理論直解一卷百法明門論直解一

卷唯識三十論直解一卷觀所緣緣論直解一卷觀所緣緣

論釋直解一卷真唯識量略解一卷八識規矩直解一卷六

離合釋法式略頌一卷)》八卷、唐法寶述《一乘佛性究

竟論》一卷、隋慧思撰《隨自意三昧》一卷、宋了然

述《大乘止觀法門宗圓記》五卷、宋遵式述《大乘止

觀釋要》四卷，(第四套)隋智顗撰《四教義》一卷、隋

智顗略出《六妙法門》一卷、隋智顗說《禪門章》一

卷、隋智顗出《禪門要略》一卷、隋智顗撰《三觀義》

二卷、隋智顗述《觀心論》一卷、隋智顗述《觀心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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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卷、隋智顗說唐湛然述《觀心誦經法記》一卷、

隋智顗撰《天台智者大師發願文》一卷、隋智顗撰《普

賢菩薩發願文》一卷、唐造玄增補《胎金兩界血》

一卷、唐梁肅述《刪定止觀》三卷、唐失撰者《摩訶

止觀科節》一卷、唐道邃說乾淑集《摩訶止觀記中異

義》一卷、唐湛然述《摩訶止觀科文》五卷、唐湛然

述《摩訶止觀補行搜要記》十卷、宋從義述《摩訶止

觀輔行補注》四卷、宋有嚴注《摩訶止觀輔行助覽》

四卷、宋法照撰《摩訶止觀輔行讀教記》六卷、宋遵

式述《摩訶止觀義顯》一卷、宋從義撰《摩訶止觀義

例纂要》六卷、宋從義排《摩訶止觀義例科》一卷、

宋處元述《摩訶止觀義例隨釋》六卷，(第五套)清受登

說靈耀補定《摩訶止觀貫義科》二卷、唐道邃錄出《十

不二門義》一卷、宋源清述《法華十妙不二門示珠指》

二卷、宋宗翌述《註法華本十不二門》二卷、宋仁

岳述《十不二門文心解》一卷、宋處謙述《法華玄記

十不二門顯妙》一卷、宋了然述《十不二門樞要》二

卷、宋可度詳解明正謐分會《十不二門指要鈔詳解》

四卷、唐明曠記日辯才會《金剛錍論私記》二卷、宋

仁岳撰《金剛錍科》一卷、宋智圓集《金剛錍科》一

卷、宋智圓集《金剛錍顯性錄》四卷、宋可觀述《金

剛錍論義》一卷、宋善月述《金剛錍論義解》一卷、

宋時舉釋清海眼會《金剛錍論釋文》三卷、宋從義註

《始終心要註》一卷、唐湛然述《法華五百問論》三

卷、唐行滿述《學天台宗法門大意》一卷、唐行滿述

《六即義》一卷、日本最澄疑問唐道邃決義《天台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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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決》一卷、日本圓澄疑問唐廣修決答《釋疑》一卷、

日本圓澄疑問唐維蠲決答《釋疑》一卷、日本義真疑

問唐失撰名《釋疑》一卷、日本光定疑問唐宗穎決答

《釋疑》一卷、日本德圓疑問唐宗穎決答《釋疑》一

卷、日本源信疑問唐知禮決答《釋疑》一卷、宋鴻清

述《法華龍女成佛權實義》一卷、宋善月述《法華龍

女成佛權實文旨》一卷、宋宗曉編《寶雲振祖集》一

卷、宋宗曉編《四明教行錄》七卷、宋元悟編《螺溪

振祖集》一卷，(第六套)宋智禮述《四明十義書》二卷、

宋繼忠排《四明十義書科》一卷、宋繼忠集《四明仁

岳異說叢書》(一名四明仁岳往復書收宋仁岳述岳闍梨

十諫書一卷宋知禮述法智遺編解謗書一卷宋仁岳述岳

闍梨雪謗書一卷宋仁岳述法智遺編別理隨緣十門析難

言一卷宋知禮述釋難扶宗記一卷宋仁岳述法智遺編止

疑書一卷宋仁岳述法智遺編抉膜書一卷)七卷、宋智圓

著《閑居編》五十一卷、宋遵式述《圓頓觀心十法界

圖》一卷、宋遵式述慧觀重編《金園集》三卷、宋遵

式述慧觀重編《天竺別集》三卷、宋如吉編《重編天

台諸文類集》一卷、宋戒珠撰《別傳心法議》一卷、

宋陳瓘撰《止觀坐禪法要記》一卷、宋陳瓘撰《三千

有門頌》一卷、明真覺略解《三千有門頌略解》一卷、

宋與咸述《復宗集》二卷、宋可觀述智增證《山家義

苑》二卷、宋可觀撰《竹菴艸錄》一卷、宋法登述《圓

頓宗眼》一卷、宋法登述《議中興教觀》一卷、宋宗

曉注《三教出興頌註》一卷、宋宗曉編《施食通覽》

一卷、宋義銛述《不可剎那無此君》一卷、宋宗印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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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峰教義》一卷、宋善月述《台宗十類因革論》四

卷、宋善月述《山家緒餘》三卷、宋志磐述《宗門尊

祖議》一卷、宋普容集《台宗精英集》五卷、宋失撰

者《教觀撮要論》四卷、元自慶編述《增修教苑清規》

二卷、明傳註《天台傳佛心印記》、明傳註《性善

惡論》六卷、明克勤著《書》一卷、明仁潮錄《法界

安立圖》六卷、明智旭重述《教觀綱宗》一卷、明智

旭述《教觀綱宗釋義》一卷、清靈耀著《隨緣集》四

卷，(第七套)宋從義撰《四教儀集解》三卷、元元粹述

《四教儀備釋》二卷、元蒙潤排定《四教儀集註科》

一卷、清靈耀節《四教儀集註節義》一卷、清性權記

《四教儀註彙補輔宏記》二十卷、隋杜順說《華嚴五

教止觀》一卷、隋杜順說唐智儼撰《華嚴一乘十玄門》

一卷、唐智儼集《華嚴五十要問答》二卷、唐智儼集

《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四卷，(第八套)宋師曾述

《華嚴融會一乘義章明宗記》一卷、唐法藏撰《華嚴

經問答》二卷、唐法藏述《華嚴經義海百門》一卷、

唐法藏述《華嚴關脈義記》一卷、唐法藏撰《華嚴遊

心法界記》一卷、唐法藏述《華嚴三昧章》一卷、唐

法藏述《華嚴發菩提心章》一卷、唐法藏撰《華嚴十

重止觀》一卷、唐法藏撰《華嚴經普賢觀行法門》一

卷、宋承遷註《註華嚴金師子章》一卷、宋淨源刊正

《華嚴妄盡還源觀科》一卷、宋淨源述《華嚴妄盡還

源觀疏鈔補解》一卷、宋道亭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

章義苑疏》十卷、宋師曾錄《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焚

薪》二卷、宋師會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科》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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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師會述善熹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復古記》六卷、

宋希迪述《五教章集成記》一卷、宋希迪錄《評復古

記》一卷、新羅義湘撰《華嚴一乘法界圖》一卷、新

羅明晶述《華嚴海印三昧論》一卷、唐澄觀述《三聖

圓融觀門》一卷、唐澄觀述《五蘊觀》一卷、唐澄觀

述《華嚴心要法門》一卷、唐宗密註《華嚴心要法門

註》一卷、唐宗密述《禪源諸詮集都序》四卷、唐宗

密述《註華嚴法界觀科文》一卷、唐宗豫述《註華嚴

界觀科文》一卷、宋本嵩述《註華嚴法界觀門頌》二

卷、唐斐休述《勸發菩提心文》一卷、唐李通玄撰《釋

華嚴十明論》一卷、唐見登集《華嚴一乘成佛妙義》

一卷、宋道通述《華嚴法相槃節》一卷、宋道通述《法

界觀披雲集》一卷、高麗義天集《圓宗文類》二卷、

宋師會述希迪註《註華嚴同教一乘策》一卷、宋師會

述善熹註《註同教問答》一卷、宋善熹述《評金刪錍》

一卷、宋善熹述《辨非集》一卷、宋善熹書《斥謬》

一卷、宋惟白讚《文殊指南圖讚》一卷、宋忠撰《五

相智識頌》一卷、明善堅撰《華嚴大意》一卷，(第九

套)清續法集錄《賢首五教儀》六卷、清續法集《賢首

五教儀開蒙》一卷、清續法集《賢首五教斷證三覺揀

濫圖》一卷、清續法集《法界宗蓮花章》一卷、清續

法集《華嚴鏡燈章》一卷、清彭際清述《一乘決疑論》

一卷、清彭際清述《華嚴念佛三昧論》一卷、宋淨源

述《華嚴原人論發微錄》三卷、元圓覺解《華嚴原人

論解》三卷、元圓覺解明揚嘉祚刪合《華嚴原人論合

解》二卷、唐善無畏《無畏三藏禪要》一卷、唐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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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火供養儀軌》一卷、不著撰者《火軌別錄》

一卷、唐一行撰譯《曼殊室利焰曼德迦萬愛秘術如意

法》一卷、唐一行述記《大毗盧遮那介眼修行儀軌》

一卷、唐一行撰《宿曜儀軌》一卷、唐一行修述《梵

天火羅九曜》一卷、唐一行撰《七曜星辰別行法》一

卷、唐一行撰《北斗七星護摩法》一卷、唐一行著《看

命一掌金》一卷、唐不空遍智詔集《勝軍不動明王四

十八使者秘密成就儀軌》一卷、唐不空詔解釋《總釋

陀羅尼義讚》一卷、唐不空撰《焰羅王供行法次第》

一卷、唐不空傳《梵天擇地法》一卷、唐不空拔出《持

仙人飛儀軌》一卷、唐不空述《聖無動尊一字出

生八大童子秘要法品》一卷、唐不空述《北斗七星護

摩秘要儀軌》一卷、唐不空述《施八方天儀則》一卷、

唐不空述《成就夢想法》一卷、唐圓照集《表制集》

六卷、南天竺跋折羅菩提集撰《多利心菩薩念誦法》

一卷、唐慧琳述《新集浴像儀軌》一卷、唐慧琳集《建

立曼茶羅及揀擇地法》一卷、唐真《菩提心義》一

卷、唐含光記《毗那夜迦那底瑜伽悉地品秘要》

一卷、唐憬瑟撰集《大聖歡喜雙身毗那夜迦天形像品

儀軌》一卷、唐義操集《兩部金剛名號》二卷、唐法

全傳《建立曼茶羅護摩儀軌》一卷、唐法全撰《大毗

盧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蓮華胎藏悲生曼茶羅廣大成就

儀軌供養方便會》二卷、唐法全集《大毗盧遮那成佛

神變加持經蓮華胎藏菩提幢標幟普通真言藏廣大成就

瑜伽》三卷、不著撰者《青龍寺軌記》一卷、唐惟謹

述《大毗盧遮那經阿闍梨真言智品中阿闍梨住阿字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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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一卷、不著撰者《金剛頂普賢瑜伽大教王經大樂

不空金剛薩埵一切時方成就儀軌》一卷、唐武徹述《加

句靈驗佛頂尊勝陀羅尼記》一卷、唐神愷記《大黑天

神法》一卷、唐般若傳《釋迦牟尼如來拔除苦惱現大

神變飛空大法》一卷、西天竺金俱吒撰集《七曜攘

災決》二卷、唐海雲記《大毗盧遮那神變加持經大教

相承傳法次第記》一卷、唐海雲集《略敘金剛界大教

王師資相承傳法次第記》一卷、唐海雲集《金胎兩界

師資相承合》一卷、不著撰者《藥師儀軌》一卷、不

著撰者《十二天供儀軌》一卷、明謝于教著《準提淨

業》三卷、明堯挺撰《準提心要》一卷、清弘贊輯《持

誦準提真言法要》一卷、明袾宏重訂《瑜伽集要施食

儀軌》一卷、明袾宏補註《修設瑜伽集要施食壇儀》

一卷、清法藏著《於密滲施食旨》一卷、清法藏著

《修習瑜伽集要施食壇儀》二卷、清寂暹纂《瑜伽燄

口註集纂要儀軌》二卷，(第十套)陳慧思撰《受菩薩戒

儀》一卷、唐慧沼撰《受菩薩戒法》一卷、唐湛然述

《授菩薩戒儀》、唐澄照讚《略授三歸五八戒並菩薩弁》

一卷、宋延壽撰《受菩薩戒法》一卷、宋遵式撰《授

菩薩戒儀》一卷、宋遵式撰《受五戒法》一卷、宋元

照述《授大乘菩薩儀》一卷、明智旭重定《重定授菩

薩戒法》一卷、唐道宣撰《舍衛國祇洹寺圖經》一卷、

唐道宣撰《關中創立戒壇圖經》一卷、唐道宣撰《律

相感通傳》一卷、唐道宣輯敘《量度輕重儀》二卷、

唐道宣述《教誡新學比丘行護律儀》一卷、唐道宣撰

《釋門歸敬儀》一卷、唐道宣撰《淨心誡觀法》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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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道宣撰《釋門章服儀》一卷、宋彥起撰《釋門歸敬

儀護法記》一卷、宋了然述日本慧光合《釋門歸敬儀

通真記》三卷、宋允堪述《淨心誡觀法科》一卷、宋

允堪述日本慧光合《淨心誡觀法發真鈔》六卷、宋元

照述日本良信合《釋門章服儀應法記》一卷、宋遵式

述《三衣辨惑篇》一卷、宋允堪述《衣名義章》一

卷、宋允堪撰錄《新受戒比丘六念五觀法》一卷、宋

元照撰《道具賦》一卷、宋元照述《佛制比丘六物圖》

一卷、宋妙生述《佛制六物圖辯訛》一卷、宋妙生述

《三衣顯正圖》一卷、宋道詢集《芝園遺編》三卷、

宋元照作《芝園集》二卷、日本失名輯《補續芝園集》

一卷、宋惟顯編《律宗新學名句》三卷、日本俊問

宋了然智瑞妙音答《律宗問答》二卷、宋守一述行技

編《終南家業》六卷、宋守一集《律宗會元》三卷、

宋妙蓮撰《蓬折直辨》一卷、宋妙蓮撰《蓬折箴》一

卷，(第十一套)元省悟編述嗣良參訂《律苑事規》十卷、

明性祇述《毗尼日用錄》一卷、清讀體彙集《毗尼日

用切要》一卷、清書玉箋記《毗尼日用切要香乳記》

二卷、清弘贊編《沙門日用》二卷、清古雲重編《沙

門日用錄》一卷、明袾宏輯《具戒便蒙》一卷、明袾

宏輯《沙彌律儀要略》一卷、清弘贊註《沙彌律儀要

略增註》二卷、清書玉科釋《沙彌律儀要略述義》二

卷、清戒顯訂閱濟岳彙箋《沙彌律儀毗尼日用合參》

三卷、明智旭重輯《沙彌十戒威儀錄要》一卷、清讀

體輯集《沙彌尼律儀要略》一卷、清儀潤陳熙願增訂

《在家律要廣集》三卷、明智旭集《律要後集》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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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元賢述《律學發軔》三卷、明法藏輯《弘戒法儀》

二卷，(第十二套)明法藏撰集清超遠檢錄《傳授三壇弘

戒法儀》一卷、清讀體撰《傳戒正範》四卷、清弘贊

輯《歸戒要集》三卷、清弘贊輯《八關齋法》一卷、

清弘贊述《比丘受戒錄》一卷、清弘贊述《比丘尼受

戒錄》一卷、清弘贊述並註《沙彌學戒儀軌頌註》一

卷、清書玉述《二部僧授戒儀式》二卷、清書玉述《羯

磨儀式》二卷、明如馨纂要《經律戒相布薩軌儀》一

卷、明智旭述《梵網經懺悔行法》一卷、清周思仁述

《戒殺四十八問》一卷、清彭紹升著《體仁要術》一

卷、魏曇鸞撰《略論安樂淨土義》一卷、隋智顗撰《五

方便念佛門》一卷、唐道綽撰《安樂集》二卷、唐迦

才撰《淨土論》三卷、唐懷感撰《釋淨土群疑論》七

卷、唐窺基撰《西方要決》一卷、不著撰者《西方要

決科註》二卷、新羅元曉撰《遊心安樂道》一卷、唐

善導集記《觀念阿彌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門》一卷、

唐道鏡善道共集《念佛鏡》一卷、宋澄彧註《注十疑

論》一卷、宋王日休譔《龍舒增廣淨土文》十二卷、

宋宗繞編次《樂邦文類》五卷、宋宗曉編次《樂邦遺

稿》二卷，(第十三套)元普度輯《蓮宗寶鑑》十卷、元

善遇編《師子林天如和尚淨土或問》一卷、明大佑集

《淨土指歸集》二卷、明道衍編《淨土簡要錄》一卷、

明妙集《寶王三昧念佛直指》二卷、明宗本集《歸

元直指集》二卷、明李贄集《淨土決》一卷、明袾宏

著《答淨土四十八問》一卷、明袾宏著《淨土疑辯》

一卷、明袾宏著並釋《西方願文解》一卷、清實賢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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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發願文註》一卷、明袾宏校正莊廣還輯《淨土

資糧全集》八卷、明袁宏道撰述《西方合論》一卷、

明一念編《西方直指》三卷、明成時評點節要《淨土

十要》十卷、明明教標註《西方合論標註》四卷、明

元賢述《淨慈要語》一卷，(第十四套)不著撰者《淨土

三論》三卷、明正寂註《淨土生無生論註》一卷、明

受教記《淨土生無生論親聞記》二卷、清達默集《淨

土生無生論會集》一卷、清虞執西嚴培四同錄《雲棲

淨土彙語》一卷、清道霑撰《淨土旨訣》一卷、清周

克復纂《淨土晨鐘》十卷、清周夢顏彙集《西歸直指》

四卷、清行策著《淨土警語》一卷、清行策定《起一

心精進念佛七期規式》一卷、清俞行敏重輯《淨土全

書》二卷、清濟能纂輯《角虎集》二卷、唐柳子厚著

清實賢解《東海若解》一卷、清彭際清重訂《省菴法

師語錄》二卷、清彭際清集《重訂西方公據》二卷、

清彭際清纂《念佛警策》二卷、清了亮等集《徹悟禪

師語錄》二卷、清悟開述《淨業知津》一卷、清悟開

著《念佛百問》一卷、清張師誠著《徑中徑又徑》四

卷、清真益願纂述《勸修淨土切要》一卷、清古崑編

《淨土隨學》二卷、清古崑集《淨土必求》一卷、清

芳慧編《淨土承恩集》一卷，(第十五套)瑞聖歎著《念

佛三昧》一卷、清覺明菩薩說常攝集《西方確指》一

卷、清治兆輯《清珠集》一卷、清妙空子述《蓮邦消

息》一卷、清戒香述《淨土極信錄》一卷、清張淵述

《念佛起緣彌陀觀偈直解》一卷、清卍蓮述《淨土證

心集》、清古崑謹集《蓮宗必讀》一卷、清古崑集《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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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神珠》一卷、清照瑩集《淨業痛策》一卷、清果能

述《時時好念佛》一卷、清周恩仁輯《啟信雜說》一

卷、清德真輯《淨土紺珠》一卷、清信菴輯《修西輯

要》一卷、清程兆鸞錄存《蓮修起信錄》六卷、清失

撰名《報恩論》四卷、清鄭韋庵述《持名四十八法》

一卷、明廣貴輯《蓮邦詩選》一卷、清乘戒著《唯心

集》一卷、清尼量海著《影響集》一卷、清彭紹升集

《二林唱和詩》一卷、清彭紹升著弟子節鈔《觀河集

節鈔》一卷、清彭紹升著弟子節鈔《測海集節鈔》、清

陶善著弟子節鈔《瓊樓吟稿節鈔》一卷、清觀如輯《蓮

修必讀》一卷、清德潤敬錄《普能嵩禪師淨土詩》一

卷、清寬量集《淨土救生船詩》一卷、梁菩提達磨說

《菩提達磨大師略辨大乘入道四行觀》一卷、不著撰

者《達磨大師血論》一卷、不著撰者《達磨大師悟

性論》一卷、不著撰者《達磨大師破相論》一卷、唐

弘忍述《最上乘論》一卷、北天竺覺愛略說唐明恂隨

錄慧智傳譯《修禪要訣》一卷、唐慧海撰《頓悟入道

要門論》一卷、不著撰者《諸方門人參問語錄》一卷、

唐裴休問宗密答《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一卷、

唐文益撰《宗門十規論》一卷、宋延壽述《萬善同歸

集》六卷、宋延壽撰《唯心訣》一卷、宋延壽撰《定

慧相資歌》一卷、宋延壽撰《警世》一卷，(第十六套)

宋延壽述《心賦注》四卷、宋文沖重校編集《智覺禪

師自行錄》一卷、宋道楷撰《祇園正儀》一卷、宋慧

洪撰《臨濟宗旨》一卷、宋慧洪撰覺慈編《智證傳》

十卷、宋慧霞編廣輝釋《重編曹洞五位顯訣》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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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雲軸註《寶鏡三昧玄義》一卷、清行策述《寶鏡三

昧本義》一卷、清淨訥述《寶鏡三昧原宗辨謬說》一

卷、宋守遂註《溈山警策註》一卷、明道霈述《溈山

警策指南》一卷、明弘贊註開詗記《溈山警策句釋記》

二卷、宋彥琪註《證道歌注》一卷、明傳燈重編並註

《永嘉禪宗集註》二卷、唐懷海集編《百丈叢林清規》

二卷、元德煇奉重編大訢奉校正《修百丈清規》

八卷、清儀潤說義《百丈清規證義記》九卷、宋宗賾

集《重刻補註禪苑清規》十卷、宋宗壽集《入眾日用》

一卷、不著撰者《入眾須知》一卷、元明本著《幻住

庵清規》一卷，(第十七套)宋惟勉編次《叢林校定清規

總要》二卷、元式咸編《禪林備用清規》十卷、明通

容述《叢林兩序須知》一卷、清行悅集《列祖提綱錄》

四十二卷、明元賢集《禪林疏語考證》四卷、元清覺

述道安注《初學記》一卷、元清覺述《正行集》一卷、

朝鮮退隱述《禪家龜鑑》一卷、明虛一撰《宗門玄鑑

圖》一卷、明元來說成正集《博山禪警語》二卷、明

石成金著《禪宗直指》一卷、明戒顯著《禪門鍛鍊說》

一卷，(第十八套)宋善卿編正《祖庭事苑》八卷、宋妙

喜士珪共集明淨善重集《禪林寶訓》二卷、明大建較

《禪林寶訓音義》一卷、清張文嘉較定張文憲參閱《禪

林寶訓合註》四卷、清行盛著超記錄《禪林寶訓拈頌》

一卷、清德玉順硃《禪林寶訓順硃》四卷、清智祥述

《禪林寶訓筆說》三卷、宋智昭集《人天眼目》六卷、

宋惠彬述《叢林公論》一卷、宋師遠述《十牛圖頌》

一卷、明胡文煥著《十牛圖頌》一卷、不著撰者《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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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頌和圖》一卷、不著撰者《少室六門集》一卷、不

著撰者《真心直說》一卷、高麗普照述《高麗國普照

禪師修心訣》一卷、元智徹述《禪宗決疑集》一卷、

高麗天撰《禪門寶藏錄》，(第十九套)元如瑛編《高

峰龍泉院因師集賢語錄》十五卷、宋法宏道謙共編《大

慧禪師雜毒》一卷、元祖闡重編《禪宗雜毒海》十卷、

清性音重編《禪宗雜毒海》八卷、明法藏著《五宗原》

一卷、明圓悟著真啟編《闢妄救略說》十卷、清世宗

皇帝製《御製揀魔辨異錄》八卷、清性統編《五家宗

旨纂要》三卷、清錢伊庵編輯《宗範》二卷、明袾宏

輯《禪闢策進》一卷、明圓澄著《慨古錄》一卷、明

通容輯著《祖庭鉗鎚錄》二卷、明大韶著《千松筆記》

一卷、清超溟著《萬法歸心錄》三錄、清行海述《禪

宗指掌》一卷、宋延壽撰《觀心玄樞》一卷、宋法泉

繼頌《證道歌頌》一卷、宋知訥述《證道歌註》一卷、

元永盛述德弘編《證道歌註》一卷、明大香註《溈山

警策註》一卷，(第二十套)宋法應集元普會續集《禪宗

頌古聯珠通集》四十卷、清淨符彙集《宗門拈古彙集》

四十五卷，(第二十一套)清集雲堂編《宗鑑法林》七十

二卷、宋子昇錄如祐錄《禪門諸祖師偈頌》四卷，(第

二十二套)元道泰集《禪林類聚》二十卷、宋重顯頌古

《雪竇和尚百則頌古》一卷、宋重顯頌古克勤評唱《碧

巖集》十卷、宋重顯拈古克勤擊節《佛果擊節錄》二

卷、明本瑞直註道霖性福編集《絕老人天奇直註雪

竇顯和尚頌古》二卷、宋義青頌古元從倫評唱《林泉

老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六卷、宋子淳頌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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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從倫評唱《林泉老人評唱丹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

六卷、宋正覺頌古元行秀評唱《萬松老人評唱天童覺

和尚頌古從容菴錄》六卷、明本瑞直註性福編集《

絕老人天奇直註天童覺和尚頌古》二卷、宋正覺拈古

元行秀評唱《萬松老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錄》

二卷、清真在編機雲重續《徑石滴乳集》五卷，(第二

十三套)宋宗杲集並著語《正法眼藏》六卷、宋賾藏主

集《古尊宿語錄》四十八卷、宋師明集《續古尊宿語

要》六卷，(第二十四套)日本道忠編《古尊宿語要目錄》

一卷、日本道忠編《續古尊宿語要目錄》二卷、宋祖

慶重編《拈八方珠玉集》三卷、宋慧開抄錄《禪宗無

門關》一卷、元圓通設問行秀仰答《通玄百問》一卷、

元一辯問覺答《青州百問》一卷、清雍正帝御撰《御

選語錄》十九卷、不著撰者《四家語錄》、明圓信郭凝

之編集《五家語錄》、不著撰者《南嶽懷讓禪師語錄》

一卷、不著撰者《馬祖道一禪師語錄》一卷、不著撰

者《馬祖道一禪師廣錄》一卷、不著撰者《百丈懷海

禪師語要》二卷、不著撰者《百丈懷海禪師語錄》一

卷、不著撰者《百丈懷海禪師廣錄》一卷、不著撰者

《黃檗希運禪師語錄》一卷、不著撰者《黃檗禪師傳

心法要》一卷、不著撰者《黃檗希運禪師宛陵錄抄》

一卷、小師慧然集《臨濟義玄禪師語錄》、不著撰者《睦

州道明禪師語錄》、明圓信郭凝之編集《溈山靈祐禪師

語錄》一卷、明圓信郭凝之編《仰山慧寂禪師語錄》

一卷、唐元德重編《大隨法真禪師語錄》、不著撰者《南

南泉普願禪師語錄》一卷、唐文遠錄《趙州從諗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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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錄》三卷、不著撰者《子湖利蹤禪師語錄》一卷、

明圓信郭凝編《洞山良价禪師語錄》一卷、明圓信郭

凝之編集《曹山本寂禪師語錄》一卷、日本慧印校訂

《洞山良价禪師語錄》一卷、日本慧印校訂《曹山本

寂禪師語錄》、不著撰者《投子大同禪師語錄》一卷、

明林弘衍編次《雪峰義存禪師語錄》二卷、門人守堅

集《雲門文偃禪師語錄》、明圓信郭凝之編集《大法眼

文益禪師語錄》一卷、不著撰者《鼓山神晏禪師語錄》

一卷，(第二十五套)唐樓穎錄《善慧大士語錄》四卷、

唐于編集《龐居士語錄》三卷、不著撰者《興化存

獎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南院慧顒禪師語錄》

一卷、不著撰者《風穴延沼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

者《首山省念禪師語錄》一卷、參學智親重錄《葉縣

歸省禪師語錄》一卷、不著撰者《神鼎洪諲禪師語錄》

一卷、不著撰者《谷隱薀聰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

者《承天智嵩禪師語要》一卷、門人楚圓集《汾陽善

昭禪師語錄》三卷、小師慧南重編《石霜楚圓禪師語

錄》一卷、參學元聚集《瑯琊慧覺禪師語錄》一卷、

不著撰者《法華全舉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大

愚守芝禪師語錄》一卷、門人齊曉編《雲峰文悅禪師

語錄》二卷、不著撰者《道吾悟真禪師語要》一卷、

不著撰者《翠巖可真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黃

龍慧南禪師語錄》一卷、不著撰者《泐潭洪英禪師語

要》一卷、嗣法福深錄《雲菴克文禪師語錄》六卷、

不著撰者《兜率從悅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湛

堂文準禪師語要》一卷、侍者子和錄門人仲介重編《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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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祖心禪師語錄》一卷、不著撰者《死心悟新禪師語

錄》一卷、不著撰者《超宗慧方禪師語錄》一卷、不

著撰者《廣鑑行瑛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草堂

善清禪師語要》一卷、嗣法慧弼編《雪峰慧空禪師語

錄》一卷、不著撰者《靈源惟清禪師語要》一卷、不

著撰者《佛心本才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山堂

洵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別峰祖珍禪師語要》

一卷、嗣法介諶編《長靈守卓禪師語錄》一卷、不著

撰者《無示介諶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慈航了

朴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退菴先禪師語要》一

卷、不著撰者《心聞曇賁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

《雪菴從瑾禪師頌古》一卷、嗣法仁勇小師守端編《楊

岐方會禪師語錄》一卷、不著撰者《楊岐方會禪師後

錄》一卷、參學道務門人圓淨錄《保寧仁勇禪師語錄》

一卷、不著撰者《白雲守端禪師語錄》二卷、參學處

疑智本智華法演編集小師海譚錄《白雲守端禪師廣錄》

四卷、不著撰者《雲智本禪師語要》一卷、參學才

良清遠景淳智宣集門人惟慶編《五祖法演禪師語錄》

四卷、不著撰者《南堂興禪師語要》一卷、嗣法小師

善果集《開福道寧禪師語錄》二卷、不著撰者《月菴

善果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復菴可封禪師語要》

一卷、侍者法寶法慶會法清有宗惟珪道果慧開德秀

編《月林師觀禪師語錄》一卷、侍者普敬普通了心普

禮法孜普巖普覺光祖一見錄《無門慧開禪師語錄》一

卷、嗣法善悟編《龍門清遠禪師語錄》八卷、不著撰

者《竹菴士珪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雪堂道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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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普菴印肅禪師語錄》三

卷、嗣法子文編《佛果克勤禪師心要》四卷、參學嗣

端等編《虎丘紹隆禪師語錄》一卷、嗣法守詮等編《應

菴曇華禪師語錄》十卷、不著撰者《佛性法泰禪師語

要》一卷、參學齊巳如本祖淳法慧編《瞎堂慧遠禪師

廣錄》四卷，(第二十六套)宋沈孟柈敘述《濟顛道濟禪

師語錄》一卷、不著撰者《別峰雲禪師語要》一卷、

不著撰者《或菴師體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水

菴師一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別峰寶印禪師語

要》一卷、不著撰者《退菴道奇禪師語要》一卷、參

學法宏道謙編《普覺宗杲禪師語錄》二卷、侍者悟本

錄《東林道顏菴主頌古》一卷、不著撰者《此菴守淨

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誰菴了演禪師語要》一

卷、不著撰者《介菴宗元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

《晦菴彌光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混源曇密禪

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蒙菴恩嶽禪師語要》一卷、

不著撰者《石菴玿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遯菴

宗演禪師語要》一卷、侍者覺心志清《西山亮禪師語

錄》一卷、不著撰者《懶菴鼎需禪師語要》一卷、不

著撰者《柏堂南雅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木菴

安永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晦翁悟明禪師語要》

一卷、不著撰者《佛照德光禪師奏對錄》一卷、不著

撰者《空叟宗印禪師語要》一卷、小師了見侍者文郁

本空編《率菴梵琮禪師語錄》一卷、參學大觀編《北

居簡禪師語錄》一卷、門人德溥等編校《物初大觀

禪師語錄》一卷、門人延俊慧曇中孚崇裕等編《笑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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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訢禪師語錄》四卷、侍者門人元清淨志普暉元偉光

從道鑑道隆惟實妙高編《偃溪廣聞禪師語錄》二卷、

門人元愷編《大川普濟禪師語錄》一卷、門人侍者實

仁宗文法奇守愿行佑了元善之淨證法從紹熏普璋文煥

淨伏慧行文謙正因法恩德紀可能持志覺孫惟康宗和如

止有智慧雲若舟編《淮海元肇禪師語錄》一卷、參學

侍者正賢宗坦延輝淨球智瑾志諶祖闍編《介石智朋禪

師語錄》一卷、小師惟康編《無文道燦禪師語錄》一

卷、參學小師崇嶽了悟等編《密菴咸傑禪師語錄》二

卷、不著撰者《笑菴了悟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

《銕鞭允韶禪師語要》一卷、侍者士洵德高懷珠編《龍

源介清禪師語錄》一卷、侍者道沖編《曹源道生禪師

語錄》一卷、嗣法智沂悟開行彌紹門人甄智圓元省阮

樞編《痴絕道沖禪師語錄》二卷、參學善開光陸普巖

師肇道巖了能等錄《松源崇嶽禪師語錄》二卷、侍者

妙儼圓澄妙全道隆圓照法洪唯道編《無明慧性禪師語

錄》、侍者元靖智能惟衍編《運菴普巖禪師語錄》一卷、

參學妙源可宣無隱梵閱德溢惟俊法雲德惟似涇如阜似

藻至源文衡惟价文愷以文無補法光道準禧會紹賢正一

淨嘉尚賢編《虛堂智愚禪師語錄》十卷、參學圓照等

編《破菴祖先禪師語錄》一卷、侍者宗會智折覺圓如

海妙偏惟一了禪了心普明了南紹曇了覺師坦妙因至慧

編《無準師範禪師語錄》五卷、侍者了南了垠編《無

準和尚奏對語錄》一卷、嗣法妙恩正從自永門人守靜

慈證宗永等編《絕岸可湘禪師語錄》一卷、侍者正定

編《樵隱悟逸禪師語錄》二卷，(第二十七套)門人了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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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坦等編《石田法薰禪師語錄》四卷、侍者善珙德修

慧澄銳彰心寧慧恭編《劍關子益禪師語錄》一卷、參

學覺此編《環溪惟一禪師語錄》二卷、侍者自悟了舜

妙恩普和慧洇希革彌紹道信宗壽道亨編《希叟紹曇禪

師語錄》一卷、侍者法澄了舜普和希革惠洇彌紹道亨

宗壽編《希叟紹曇禪師廣錄》七卷、門人修義景元宗

清侍者繼燖宗應編《西巖了慧禪師語錄》二卷、嗣法

妙寅侍者法嚴德圓覺靜永仁宗煥等編《月禪師語錄》

二卷、嗣法門人文才子昶了因彌安元勗師楷文斌汝均

處林雲岑編《平石如砥禪師語錄》一卷、侍者文寶善

靖編《斷橋妙倫禪師語錄》二卷、嗣法先祖燈等錄

法孫機雲編《方山文寶禪師語錄》一卷、嗣法門人智

度等編《無見先禪師語錄》二卷、嗣法門人昭如希

陵等編《雪巖祖欽禪師語錄》四卷、門人行純道彰從

心集《海印昭如禪師語錄》一卷、參學門人至柔等編

《石屋清洪禪師語錄》二卷、參學門人編《高峰原妙

禪師語錄》一卷、侍者持正錄參學洪喬祖編《高峰原

妙禪師禪要》一卷、不著撰者《天目明本禪師雜錄》

三卷、小師善遇編《天如惟則禪師語錄》九卷，(第二

十八套)侍者淨韻清澤道昭景用禪了編《兀菴普寧禪師

語錄》三卷、侍者住顯宗煥祖定宗茙光王仁安應儼永

珍祖森編《石溪心月禪師語錄》三卷、不著撰者《石

溪心月禪師雜錄》一卷、嗣法淨伏門人行佑德珍璦林

編《虛舟普度禪師語錄》一卷、日本及藏主集錄《即

休契了禪師拾遺集》一卷、門人居簡妙心大機慧忠可

櫟祖安具德宗滿自然慧觀壽椿德粹思敬良主景行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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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宗文闡寶生文藻自成編《月江正印禪師語錄》三卷、

嗣法繼祖等編《曇芳守忠禪師語錄》二卷、門人本光

等編《橫川行珙禪師語錄》二卷、小師元浩清欲應槐

編《古林清茂禪師語錄》五卷、日本海壽編次《古林

清茂禪師拾遺偈頌》二卷、參學一志元皓可興文康祖

運志道祖杲得度善慶元寶慧朗海壽祖灊等編《了菴清

欲禪師語錄》九卷、嗣法清逸智辯參學寶日等編《穆

菴文康禪師語錄》一卷、嗣法宗黼道瑄宗居頂惟寂

宗寄慧浩清歲等編《恕中無慍禪師語錄》六卷、門人

宗義有端思齊思靜妙淨無我文暐雲澹思思謙普莊宗遠

思廉文度文朗等編《了堂惟一禪師語錄》四卷、門人

慧啟智粵智勝德琇曇頓道哲私編《呆菴普莊禪師語錄》

八卷，(第二十九套)門人法林曇噩祖銘梵琦等編《元叟

行端禪師語錄》八卷、門人祖光文玹曇紹祖灊景瓛良

彥應訢明遠胤丘文晟正隆善成文斌中端正參等編《楚

石梵琦禪師語錄》二十卷、門人觀通溥震正除希顏忻

悟至寶寶盈慧鏡道彝等編《愚菴智及禪師語錄》十卷、

門人宗謐妙門復初廷璨良玓等編《南石文琇禪師語錄》

四卷、傳法自覺重編《投子義青禪師語錄》二卷、嗣

法道楷編《投子義青禪師語錄》一卷、不著撰者《芙

蓉道楷禪師語要》一卷、嗣法小師慶預校勘《丹霞子

淳禪師語錄》二卷、宋子淳頌古元從倫評唱《虛堂集》

六卷、侍者德初義初等編《真歇清了禪師語錄》二卷、

侍者宗法宗榮法澄宗信法潤信悟行從普崇法為中翼曇

像清萃法恭道京淨覺師儼等編《天童正覺禪師廣錄》

九卷、弟子明總下語寄言了廣編《淨慈慧暉禪師語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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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卷、不著撰者《善權法智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

者《古巖堅璧禪師語要》一卷、侍者文素妙宗唯敬如

玉智湖祖日義遠德霑清茂德祥編《天童如淨禪師語錄》

二卷、嗣法義遠編《天童如淨禪師續錄》一卷、小師

士慘編《雲外雲岫禪師語錄》一卷，(第三十套)嗣法元

賢重編《無明慧經禪師語錄》四卷、嗣法道盛集《晦

臺元鏡禪師語錄》一卷、門人道璞集《見如元謐禪師

語錄》一卷、法孫弘瀚彙編弘裕同集《無異元來禪師

廣錄》三十五卷、首座成正錄《博山無異大師語錄》

六卷、嗣法道霈重編《永覺元賢禪師廣錄》三十卷、

書記太靖錄《為霖道霈禪師秉拂語錄》二卷、書記太

泉錄《為霖道霈禪師餐香錄》二卷、侍者興燈心亮法

雲性朗錄《為霖道霈禪師還山錄》四卷、弟子謝大材

潘道靖黃大廣同錄《為霖禪師雲山法會錄》一卷，(第

三十一套)弟子太泉等純興燈心亮淨煥錄《為霖禪師旅

泊菴稿》四卷、法孫今釋重編《宗寶道獨禪師語錄》

六卷、門人明凡錄了元公祁駿佳編《湛然圓澄禪師語

錄》八卷、參學智嚴集《玄沙師備禪師廣錄》三卷、

明林弘衍編次《玄沙師備禪師語錄》三卷、不著撰者

《洞山守初禪師語要》一卷、門人文智編《薦福承古

禪師語錄》一卷、小師宗密錄《法昌倚遇禪師語錄》

一卷、不著撰者《天章元楚禪師語要》一卷、法孫師

皎重編《吳山淨端禪師語錄》二卷、門人重顯編《智

門光祚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天衣義懷禪師語

要》一卷、嗣法慧辯錄《慧林宗本禪師別錄》一卷、

不著撰者《妙湛思慧禪師語要》一卷、侍者善清善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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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先普紹編《慈受懷深禪師廣錄》四卷、不著撰者《巳

菴深禪師語要》一卷、不著撰者《隱山璨禪師語要》

一卷、明德清閱《紫尊者全集》二十九卷、明錢謙

益纂閱《紫尊者別集》四卷、參學宗敬道傑惟能宗

祖祿編《雲谷和尚語錄》二卷、清道霈述《聖箭堂

述古》一卷、侍者福善日錄門人通炯編輯《憨山大師

夢遊全集》五十五卷、明許元釗錄《雲門麥浪懷禪師

宗門設難》一卷、清本皙輯《宗門寶積錄》序及凡例。 

(第貳編第一套)魏曇鸞作《讚阿彌陀佛偈》一卷、唐善

導集記《轉經行道願往生淨土法事讚》二卷、唐善導

集記《往生集記》一卷、唐善導撰《依觀經等明般舟

三昧行道往生讚》一卷、唐慧日述《般舟三昧讚》一

卷、唐淨遐述《觀經十六觀讚》一卷、唐法照述《淨

土五會念佛略法事儀讚》二卷、宋延壽述《三時繫念

佛事》一卷、宋延壽述《三時繫念儀範》一卷、宋元

照撰戒度注《無量壽佛讚註》一卷、元王子成集《禮

念彌陀道場懺法》十卷、清古昆錄輯《西歸行儀》一

卷、唐一行慧覺依經錄宋普瑞補註明木增訂正明讀徹

參閱明正止治定《華嚴經海印道場九會請佛儀》一卷、

不著撰者《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四十二卷、宋智肱

述《華嚴清涼國師禮讚文》一卷、宋淨源集《華嚴普

賢行願脩證儀》一卷、宋淨源集《華嚴普賢行願脩證

儀》一卷、明失撰名《華嚴道場起止大略》一卷、唐

宗密述《圓覺經道場修證儀》十八卷，(第二套)宋淨源

錄《圓覺經道場略本修證儀》一卷、宋淨源編敘《首

楞嚴壇場修證儀》一卷、明禪修述《依楞嚴究竟事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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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明失撰名《佛母孔雀尊經科式》一卷、宋知禮

始集清讀體重纂《千手千眼大悲心行法》一卷、明

受登集《准提三昧行法》一卷、清夏道人集《准提焚

修悉地懺悔玄文》一卷、明受登集《藥師三昧行法》

一卷、清失撰名《慈悲藥師寶懺》三卷、明智旭集《占

察善惡業報經行法》一卷、明智旭述《讚禮地藏菩薩

懺願儀》一卷、清失撰名《慈悲地藏菩薩懺法》三卷、

明如惺撰《得遇龍華修證懺儀》四卷、明傳集《吳

中石佛相好懺儀》一卷、清繼僧著《舍利懺法》一卷、

清弘贊編《禮舍利塔儀式》一卷、清弘贊編《禮佛儀

式》一卷、清弘贊集《供諸天科儀》一卷、清建基錄

《金剛經科儀》一卷、清智證錄《慈悲道場水懺法隨

聞錄》三卷、清西宗集註《慈悲道場水懺法科註》三

卷、宋志磐謹撰明袾宏重訂《法界聖凡水陸勝會修齋

儀軌》六卷、清咫觀述《法界聖凡水陸大齋普利道場

性相通論》九卷、清咫觀記《法界聖凡水陸大齋法輪

寶懺》十卷，(第三套)宋元照重集《蘭盆獻供儀》一卷、

宋仁岳撰《釋迦如來降生禮讚文》一卷、宋仁岳撰《釋

迦如來涅槃禮讚文》一卷、宋遵式述《智者大師齋忌

禮讚文》一卷、宋智圓述《南山祖師禮讚文》一卷、

宋仁岳述《南山祖師禮讚文》一卷、宋允堪述《南山

祖師禮讚文》一卷、宋則安述《大智律師禮讚文》一

卷、唐王勃撰《釋迦如來成道記》一卷、唐道誠註《釋

迦如來成道記註》二卷、元無寄撰集《釋迦如來行蹟

頌》二卷、明寶成編集《釋迦如來應化錄》六卷、宋

祖琇撰《隆興編年通論》二十九卷、宋宗鑑集《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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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八卷，(第四套)宋志磐撰《佛祖統記》五十五卷、

不著撰者《續佛祖統記》二卷、宋本覺編集《釋氏通

鑑》十二卷，(第六套)元熙仲集《歷朝釋氏資鑑》十二

卷、元念常集《佛祖歷代通載》三十六卷、明覺岸編

集再治《釋氏稽古略》四卷、明幻輪彙編《釋鑑稽古

略續集》三卷、不著撰者《古今圖書集成釋教部彙考》

七卷、元曇噩述《新脩科分六學僧傳》三十卷，(第七

套)梁寶唱撰《名僧傳抄》一卷、明明河撰《補續高僧

傳》二十六卷、明如惺撰《大明高僧傳》八卷、宋元

敬元復同述《武林西湖高僧事略》一卷、明袾宏輯《續

武林西湖高僧事略》一卷、唐法藏集述《華嚴經傳記》

五卷、新羅崔致遠結《法藏和尚傳》一卷、清續法輯

《法界宗五祖略記》一卷、胡幽貞刊纂《華嚴經感應

傳》一卷、明袾宏輯錄《華嚴經感應略記》一卷、清

弘璧輯《華嚴感應緣起傳》一卷、清周克復纂《華嚴

經持驗記》一卷、宋曇照註《智者大師別傳註》二卷、

宋士衡編《天台九祖傳》一卷、唐慧詳撰《弘贊法華

傳》十卷、唐慧詳集《法華經傳記》十卷、明了因錄

《法華靈驗傳》二卷、宋宗曉編《法華經顯應錄》二

卷、清克復纂《法華經持驗記》二卷、清周克復集《觀

音經持驗記》二卷、明受汰集《金光明經感應記》一

卷，(第八套)不著撰者《東林十八高賢傳》一卷、唐道

詵撰《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刪傳》一卷、宋戒珠撰《淨

土往生傳》三卷、不著撰者《新修往生傳》一卷、明

道衍撰《諸上善人詠》一卷、明袾宏輯《往生集》一

卷、清彭希涑述《淨土聖賢錄》、清胡珽述《淨土聖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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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續編》四卷、清陳本仁述《種蓮集》一卷、清徐塊

廷輯《阿彌陀經應驗》一卷、清瑞璋輯《西舫彙征》

二卷、清咫觀輯《修西聞見錄》七卷、宋李遵勗編

《天聖廣燈錄》三十卷、宋紹曇記《五家正宗贊》四

卷，(第九套)宋惟白集《建中靖國續燈錄目錄》三卷、

宋惟白集《建中靖國續燈錄》三十卷、宋悟明集《聯

燈會要》三十卷，(第十套)宋正受編《嘉泰普燈錄總目

錄》三卷、宋正受編《嘉泰普燈錄》三十卷、宋慧洪

撰《禪林僧寶傳》三十卷、宋祖琇撰《僧寶正續傳》

七卷、清自融撰性磊補輯《南宋元明禪林僧寶傳》十

五卷、宋寶曇述《大光明藏》三卷、宋普濟集《五燈

會元目錄》二卷，(第十一套)宋普濟集《五燈會元》二

十卷、明淨柱輯《五燈會元續略》八卷，(第十二套)

明通容集《五燈嚴統目錄》二卷、明通容集《五燈嚴

統》二十五卷、明通容述《五燈嚴統解惑編》一卷，(第

十三套)清超永編輯《五燈全書目錄》十六卷、清超永

編輯《五燈全書》一百二十卷，(第十五套)明失撰名《續

傳燈錄目錄》三卷、明玄極輯《續傳燈錄》三十六卷、

明文琇集《增集續傳燈錄》六卷、明文琇集《五燈會

元補遺》一卷、宋道謙編《大慧宗門武庫》一卷、宋

道行編《雪堂行拾遺錄》一卷、宋曉瑩集《羅湖野錄》

二卷，(第十六套)明瞿汝稷集《指月錄》三十二卷、清

聶先編輯《續指月錄》二十卷，(第十七套)明黎眉等編

《教外別傳》十六卷、明袾宏輯《皇明名僧輯略》一

卷、清性統編集《續燈正統目錄》一卷、清性統編集

《續燈正統》四十二卷，(第十八套)明失撰者《續燈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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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錄》一卷、明通問編定施沛彙集《續燈存》十

二卷、不著撰者《正源略集目錄》一卷、達珍編《正

源略集》十六卷、達珍編《正源略集補遺》一卷、不

著撰者《錦江禪燈目錄》一卷、清通醉輯《錦江禪燈》

二十卷、清如純輯《黔南會燈錄》八卷、清心圓拈別

火蓮集梓《黑豆集》九卷，(第十九套)明如巹集《禪

宗正》十卷、明朱時恩著《佛祖綱目》四十一卷、

清果性集《佛祖正傳古今捷錄》一卷、清弘儲表《南

嶽單傳記》一卷、不著撰者《定應大師布袋和尚傳》

二卷、不著撰者《曹溪大師別傳》一卷、宋大壑輯《永

明道蹟》一卷，(第二十套)清紀蔭編纂《宗統編年》三

十二卷、明道忞編修吳侗集《禪燈世譜》九卷、清悟

進編輯《佛祖宗派世譜》八卷、清明喜撰輯《緇門世

譜》一卷、清淨符著《法門鋤宄》一卷、日本養存述

《五家辨正》一卷、日本一東著《五派一滴圖》一卷、

明元賢輯《繼燈錄》七卷、明元賢集《建州弘釋錄》

二卷、明朱時恩輯《居士分燈錄》二卷、明德清述高

承埏補《八十八祖道影傳贊》四卷、清通旭集《普陀

列祖錄》一卷，(第二十一套)宋曉瑩錄《雲臥紀譚》二

卷、宋道融撰《叢林盛事》二卷、宋曇秀輯《人天寶

鑑》一卷、宋圓悟錄《枯崖漫錄》三卷、金志明撰元

德諫述《禪苑蒙求瑤林》三卷、不著撰者《禪苑蒙求

拾遺》一卷、明無溫錄《山菴雜錄》二卷、明善燦著

《正宗心印後續聯芳》一卷、清徐昌治編述《祖庭指

南》二卷、明陶明輯《先覺集》二卷、清圓信較定

郭凝之彙編《先覺宗乘》五卷、清圓信較定郭凝之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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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優婆夷志》一卷、朝鮮朴永善輯《朝鮮禪教考》

一卷、靈操撰《釋氏蒙求》二卷、宋慧洪集《林間錄》

二卷、宋慧洪集《林間錄後集》一卷、清徐昌治編輯

《高僧摘要》四卷、明袾宏輯《緇門崇行錄》一卷、

明心泰編《佛法金湯編》十六卷，(第二十二套)唐慧祥

撰《弘贊法華傳》十卷、唐孟獻忠撰《金剛般若集驗

記》三卷、唐段成式撰《金剛經鳩異》一卷、不著撰

者《金剛經受持感應錄》二卷、不著撰者《金剛經感

應傳》一卷、明王起隆輯著《金剛經新異錄》一卷、

日本淨慧集《金剛經靈驗傳》三卷、清周克復纂《金

剛經持驗記》二卷、清三澤泩編集《金剛經感應分類

輯要》一卷、唐懷仁述《釋門自鏡錄》二卷、宋常謹

集《地藏菩薩像靈驗記》一卷、非濁集《三寶感應要

略錄》三卷、宋智覺注《心性罪福因緣錄》三卷、明

智旭隨筆《見聞錄》一卷、明戒顯筆記《現果隨緣》

四卷、清弘贊輯《兜率龜鏡集》三卷、清弘贊編《觀

音慈林集》三卷、清弘贊輯《六道集》五卷、清彭際

清述《居士傳》五十六卷，(第二十三套)唐唐臨撰《冥

報記》三卷、日本佐佐木憲德輯《冥報記輯》七卷、

明夏樹芳輯《名公法喜志》四卷、唐彥琮撰《唐護法

沙門法琳別傳》三卷、日本佐伯定胤中野達慧共編《玄

奘三藏師資傳叢書》(收唐冥詳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

行狀一卷唐劉軻撰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并序不著

撰者大唐三藏玄奘法師表啟一卷唐李宏慶撰大慈恩槷

大法師基公塔銘并序唐李又撰大唐大慈恩寺法師基公

碑日本清算記唐太宗皇帝御製基本讚記唐江滿昌文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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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大慈恩寺大師畫讚唐苗神容製心經幽贊序唐李邕

撰唐故白馬寺主翻譯慧沼神塔碑并序唐宋復撰大周西

明寺故大德圓測法師佛舍利塔銘并序)二卷、唐李華撰

《善無畏三藏行狀井碑銘》一卷、唐趙遷撰《不空三

藏行狀》一卷、不著撰者《惠果和尚行狀》一卷、日

本慧堅撰《得依釋序文緣起》一卷、不著撰者《伯亭

大師傳記總帙》(含清證文記錄慈雲伯亭大師古希紀清

徐自洙誌伯亭大師塔誌銘不著撰者上竺灌頂大師囑法

語)一卷、清彭際清述《善女人傳》二卷、宋行霆述《重

編諸天傳》二卷、宋贊寧撰《僧史略》三卷、不著撰

者《古今圖書集成神異典二氏部彙考》二卷、不著撰

者《古今圖書集成神異典釋教部紀事》二卷、唐慧祥

撰《古清涼傳》二卷、宋延一重編《廣清涼傳》三卷、

宋張商英述《續清涼傳》二卷、元盛熙明述《補陀洛

迦山傳》一卷、不著撰者《佛祖心燈》一卷、清守一

重編《宗教律諸宗演派》一卷、清守一編輯《西藏刺

麻溯源》一卷、朝鮮一然撰《三國遺事年表》一卷、

朝鮮一然撰《三國遺事》五卷、不著撰者《東國僧尼

錄》一卷、日本松本文三郎序《圓覺經佚文》、清魏源

會譯《無量壽經會譯》一卷、日本赤松連城跋《阿彌

陀經異本》、不著撰者《大通方廣懺悔滅罪莊嚴成佛經》

一卷、佛陀波利譯《佛說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羅尼

經》一卷、唐義淨譯《佛說天地八陽神經》一卷、

不著撰者《佛說斷溫經》一卷、唐藏川述《佛說地藏

菩薩發心因緣十王經》一卷、唐藏川述《佛說預修十

王生七經》一卷、秦竺佛念譯《大雲無想經》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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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著撰者《像法決疑經》一卷、宋竺道生撰《法華經

疏》二卷、晉惠達撰《肇論疏》三卷、明仁潮錄《法

界安立圖》六卷、小師惟康編《無文道燦禪師語錄》

一卷、嗣法妙寅侍者法嚴德圓覺靜永仁宗煥等編《月

禪師語錄》二卷、侍者正定編《樵隱悟逸禪師語錄》

二卷。 

(謝鶯興整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