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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佛教 

22 佛教 

Buddhism  
佛教是由印度釋迦牟尼佛創始，於「東漢」時傳入中國 

本法的設計，以中國佛教為重心 

220.129 其他 220 佛教總論 
220.13 佛教思想 

220.1 佛教教理 
220.131 原始佛教思想 

220.11 佛教哲學 
220.132 部派佛教思想 

220.111 論理學 
220.133 大乘佛教思想 

 佛教邏輯、因明入此 
220.134 密教思想 

220.113 倫理學 
【220.135 修道論】 

 人生觀入此 
 改入 220.126 

220.117 宇宙論 
【220.136 解脫論】 

220.12 佛教教理各論 
 改入 220.126 

 教相論入此 
【220.137 聲聞論】 

220.121 萬法論 
 改入 220.126 

 五蘊、十二處、十八界

、唯心論入此 
【220.138 人生觀】 

 改入 220.113 
220.123 唯識思想 

220.139 其他 
220.124 緣起論 

220.14 佛教心理學 
 謂一切有為法，皆因緣

而起也。談十二因緣入此 
220.15 佛教社會學 

220.16 佛教與各方關係 
220.125 實相論 

220.163 佛教與科學 
 空有論、中道論入此 

220.1654 佛教與文化 
220.126 解脫論 

220.1657 佛教與政治 
 修證論、修道論、涅槃

論、聲聞論入此 
220.1681 佛教與文學 

220.169 佛教與藝術 
220.127 成佛論 

220.21 佛教書目 
 佛身論、佛陀論入此 

 佛書解題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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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佛教 

220.3 佛教教育與研究 

 僧教育入 224.23 

220.4 佛教辭典 

220.42 音義 

 書例：一切經音義(釋慧

琳) ；翻譯名義集(釋法雲) 

220.46 事彙；類書 

 書例：法苑珠林(釋道世) 

220.6 佛教會社、機構、團體 

 居士林入此 

220.7 佛教論叢 

220.8 佛教叢書 

 大藏經入 221.08 

220.9    各國佛學 

220.91 印度佛學 

220.92 中國佛學 

220.93 東方各國佛學 

 印度佛學入 220.91，其他

依世界分國表分 

220.94 西方各國佛教 

221 經及其釋 

 綜合論述經律論三藏者亦入

此。各經典支分經隨原經分類 

221.01 經典研究 

221.02 經典提要 

221.03 經典史；譯經史 

221.07 經典雜論 

221.08 藏經 

 同：一切經、大藏經 

書例：高麗大藏經(高麗大

藏經完刊推進委員會)、大

正新修大藏經(大藏經刊行

會) 

221.1 大乘經典 Sutras 

 大乘佛教徒所信奉之經典

，統稱大乘經  

221.2 華嚴部 Avatamsaka 

221.21 華嚴經(六十卷) 

221.22 華嚴經(八十卷) 

221.23 華嚴經(四十卷) 

221.29 其他 

221.3 寶積部；大集部 

221.31 大寶積經 

 略稱寶積經 

221.32 勝鬘經 

221.33 正法；合集等諸經 

221.34 淨土等諸經 

 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

量壽經等入此 

221.35 大方等大集經 

221.36 地藏等諸經 

221.37 虛空藏等諸經 

221.38 般舟三昧諸經 

221.39 其他 

221.4 般若部 Prajna Parmita 

 大般若經入此 

221.41 下品般若 

 道行般若經入此 

221.42 中品般若 

 放光般若經入此  

221.43 仁王般若 

221.4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同：金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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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45 般若心經 

221.46 濡首；文殊；勝王天般若 

221.47 上品般若 

 光讚般若經入此 

221.48 理趣般若經 

221.49 其他 

221.5 法華部 Saddharma-pundarika 

221.51 妙法蓮華經 

 正法華經、添品法華經入

此 

221.54 無量義經 

221.55 觀普賢經 

221.59 其他 

221.6 涅槃部 Nirvana 

221.61 佛說方等般泥洹經 

 四童子三昧經入此 

221.62 佛說大般泥洹經 

221.63 大般涅槃經 

 包括「北本」四十卷(曇

無讖譯)；「南本」三十六卷

(慧嚴等譯) 

221.64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 

 同：佛遺教經 

221.69 其他 

221.7 經集部 Sutranikata 

221.71 諸佛；諸菩薩諸經 

221.711 佛名諸經 

 賢劫經、佛說佛名經入

此 

221.712 藥師諸經  

221.713 彌勒諸經 

 彌勒上生經、彌勒下生

經入此 

221.714 文殊諸經 

 大方廣寶篋經入此 

221.72 四眾；天子等諸經 

221.721 維摩經 

221.722 佛弟子；比丘諸經 

 佛說阿難問事佛吉凶

經入此 

221.723 諸王諸經 

221.724 優婆塞諸經 

221.725 優婆夷諸經 

221.726 梵志諸經 

221.727 天子諸經 

 思益梵天所問經、佛說

魔逆經入此 

221.728 龍王諸經 

 十善業道經入此 

221.73 禪行；三昧等諸經 

221.731 禪行諸經  

 佛說大安般守意經、陰

持入經、修行道地經、禪

秘要法經入此 

221.732 三昧諸經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

、佛說如來智印經、佛說

首楞嚴三昧經、佛說觀佛

三昧海經入此 

221.733 法相諸經 

 佛藏經入此 

221.74 瓔珞；金光明等諸經 

221.741 瓔珞諸經 

221.742 金光明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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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743 如來藏諸經  長部經典入此 

 大方等如來藏經、大方

廣如來藏經、佛說不增不

減經入此 

221.82 中阿含 

 中部經典入此 

221.83 增一阿含 

221.75 楞伽諸經  增支部經典入此 

221.751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221.84 雜阿含 

 楞伽經、大乘入楞伽經

入此 

 相應部經典入此 

221.85 小部經典 

221.752 大乘同性經 221.86 本緣部 Jataka, Avadana 

 證契大乘經入此  法句經、因果經、本起經

、佛所行讚經、報恩經、出

曜經、賢愚經、本生經、譬

喻經等入此 

221.76 深密；福田等諸經 

221.761 深密諸經 

 解深密經、佛地經、大

乘密嚴經入此 221.89 其他 

221.9 密教部 Tantaryana 221.762 福田諸經 

 佛說父母恩難報經、佛

說盂蘭盆經入此 

221.91 大日等諸經 

221.92 金剛頂經 

221.763 緣生諸經  教王經、略出經入此 

221.77 業道；名數等經 221.94 楞嚴經 

221.771 業道諸經 221.95 各種密經 

 諸法集要經、佛說未曾

有因緣經入此 

221.96 咒經類 

221.99 其他 

221.772 名數諸經 222 論及其釋 
 佛說八大人覺經、四十

二章經入此 
 論藏入此 

 律疏分入 223 
221.773 數珠諸經 

222.1 大乘宗經論 
221.78 經集部其他經典 

222.11 毘曇部 
221.781 占察善惡業報經 

 八犍度論、大毘婆沙論、

俱舍論、成實論入此 
221.782 圓覺經  

221.79 其他 
222.12 中觀部 

221.8 阿含部；本緣部 
 中論、十二門論、百論、

221.81 長阿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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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菩薩行論入此 222.61 南傳七部論 

222.13 瑜伽部  包括法集論、分別論、界

論、人施設論、論事、雙論

、發趣論 

 瑜伽師地論、究竟一乘寶

性論、攝大乘論、唯識三十

論頌、唯識二十論、大乘百

法明門論、佛性論、成唯識

論(簡稱唯識論)入此 

222.62 攝阿毘達磨義論 

222.63 清淨道論 

222.7 密教部 

222.14 論集部   藏密祖師著述入 226.96 

222.9 其他  因明諸論、大乘起信論、

釋摩訶衍論、那先比丘經入

此 

222.91 纂集 

222.92 護教 

222.2 大乘釋經論 222.93 序讚 

【222.94 音義；梵學】 222.21 大智度論 

 改入 220.42 222.22 現觀莊嚴論 

222.96 因明 222.23 十住毘婆沙論 

 參見 137.17因明論 222.24 往生論 

222.98 融通  全稱「無量壽經優婆提舍

願生偈」 222.99 疑偽依託 

 同：淨土論、往生淨土論

、無量壽經論、無量壽優波

提舍經論、無量壽經優波提

舍、願生偈 

223 律及其釋 

 律疏隨律本分 

 律藏入此 

 律宗入 226.72 
【222.4 大乘經疏】 

223.1 菩薩戒律 
 凡經典之注疏隨經典歸類

，改入 221.1-221.7各類目 
 大乘律入此 

223.11 梵網經 
書例：般若經講記（釋印順）

入 221.44 
223.12 菩薩瓔珞本業經 

223.13 瑜伽菩薩戒本 
【222.5 大乘論疏】 

223.14 菩薩地持經  
 凡論之注疏亦隨「論」歸類

，改入 222.1-222.24各類目 
223.15 菩薩善戒經 

223.16 優婆塞戒經 
222.6 南傳論典 

223.2 聲聞戒律 
 巴利論典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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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事儀式、喪事儀式、臨

終處理入此 

 部派戒律入此 

223.21 十誦律 

224.17 其他儀式 223.22 根有律 

 圓頂儀式、誦戒儀式、放

生儀式入此 

223.23 四分律 Dharmaguptaka 

 法藏部律入此 

224.18 法物 223.24 摩訶僧祇律 

 法器、佛具入此  大眾部律入此 

224.19 制服 223.25 五分律 Mahisaaka 

 袈裟入此  化地部律入此 

224.2 僧制 223.26 解脫戒經 

 飲光部律入此  叢林制度、寺院制度、僧團

制度入此；各宗派僧制分入

226 

223.27 巴利律典 

 南傳佛教律入此 

223.28 律論 224.21 僧管理  

223.29 雜律  寺院生活、寺院管理、寺

院組織、清規以及佛教法令

、章程、僧官制度等入此 

223.9 其他 

224 佛教儀制；佛教文藝 
224.22 僧經濟 

224.1 儀式 
 寺院經濟入此 

224.11 傳戒 
224.23 僧教育 

 綜述出家戒法、在家戒法

及傳戒錄入此 
 僧教育機構入此 

 佛教教育入 220.3 
 專述各宗派戒法分入 226 

224.26 僧團誌 
224.12 法會 

224.29 教團史 
 紀念法會、超度、施食法

會、共修會（如：禪七）、

經懺法會、經咒法會、齋僧

法會、誕生法會、成道法會

、涅槃會、祈願法會等入此 

 諷誦；祈禱 

 朝晚課誦、蒙山焰口諷誦

、拜經諷誦、拜懺諷誦、法

會諷誦、各種法事諷誦等入

此 
224.13 課誦 

 梵唄入 224.53 
224.14 講經；拜經儀式 

 參見 224.53佛教音樂 
224.15 佛化儀式 

224.4 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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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懺、金剛懺、大悲懺、藥

師懺、梁皇懺等入此 

 改入 224.12 

【224.81 誕生法會】 

224.5 佛教文藝；佛教語文  改入 224.12 

【224.82 成道會】 224.51 佛教文學 

 改入 224.12 224.511 總集 

【224.83 涅槃會】 224.512 別集 

 改入 224.12 224.513 詩歌；偈讚 

【224.84 修道會】 224.514 講唱文學 

 改入 224.12 224.515 故事；小說 

【224.85 祈願會】 224.516 劇本 

 改入 224.12 224.517 散文 

【224.87 喜事】 224.518 應用文 

 改入 224.15  書信入此 

【224.88 喪事】 224.519 雜著 

 改入 224.15  日記、序跋、筆記、楹

聯、輓聯、壽文、發願文

等入此 

224.9 其他 

225 佛教佈教及信仰生活 
224.52 佛教美術 

【225.1 僧伽】 
 佛像雕塑、佛像書畫入

224.6 
 改入 224.2 

【225.3 佛教傳戒】 
224.53 佛教音樂 

 改入 224.11 
224.54 佛教舞蹈 

【225.32 出家戒】 
224.55 佛教戲劇 

 改入 224.11 
224.56 佛教攝影 

【225.33 在家戒】 
 佛像攝影入 224.6 

 改入 224.11 
224.57  佛教語文 

225.4 佈教 
224.6 佛像 

225.41 佛教佈教法 
 各種美術體裁之佛像均入

此 
225.42 弘法活動 

 佛教營活動入此 
【224.7 佛教法器用具】 

【225.5 佛教教化法；教育】 
 改入 224.18 

 改入 225.41 
【224.8 佛教法會；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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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7 修持  印度佛教宗派，小乘有二十

部，出於異部宗輪論，大乘有二

宗，即中觀及瑜伽 

 求法、入門、初機、啟蒙入

此 

225.71 戒   中觀宗（龍樹宗），中國稱三

論宗，入 226.1  毘尼日用入此 

225.72 定   瑜伽宗（彌勒宗），中國稱法

相宗，入 226.2  靜坐入此 

225.73 慧   佛教有顯教、密教之分。顯

教是釋迦如來化身所說之教法

，而密教是大日如來所說之金剛

胎藏兩部教法。密教排在顯教各

宗派之后，入 226.9 

225.75 密教修持法  

 密教儀軌、藏密修持法及

儀軌、禮讚、禮懺、灌頂、

加行、大圓滿、大手印入此 

225.8 信仰生活；處世法 
 

佛教各宗派複分表 225.81 諸佛信仰及其法門  

 諸佛感應入此 
 每宗派下均可依「佛教各宗派複

分表」複分。每宗下先依複分表中之

6 (佛教支派)複分後，再依其性質

1(教義)至 5(語錄；信仰錄；說教  

集)，7(寺院；僧職)至 9(傳記)複分

，如:曹溪宗教義:226.6621，其中

226.6為禪宗，6為複分表之支派，2

為主表之曹溪宗，1為複分表之教義 

225.82 菩薩信仰及其法門  

 菩薩感應入此 

225.83 經咒信仰及其法門 

 經咒修持法、經咒感應入

此 

225.84 舍利信仰及其法門 

225.85 因果、輪迴、感應 

 神通入此 
1 教義 

225.86 學佛體驗 
2 宗典及其釋 

225.87 處世法  
3 規律 

 佛化生活、佛教與生活、

禪、淨的應用、護生、佛教

養生、臨終關懷入此 

4 儀式 

5 語錄；信仰錄；說教集 

6 佛教派別 
225.89 其他  

7 寺院；僧制 

226 佛教宗派 Buddhist Sects 8 歷史 

9 傳記  各宗著述入此 

22-8 92年 12月 中國圖書分類法(討論稿) 



22佛教 

226.1 三論宗 226.664 臨濟宗 

226.665 曹洞宗  又稱法性宗，印度名為中觀

宗（龍樹宗），以大般若經為

本，是空宗也 

226.666 雲門宗 

226.667 黃檗宗 

226.2 法相宗 226.668 法眼宗 

226.669 其他禪宗  法相之名，取自解深密經一

切法相品，窮究萬法之性相為

旨。又稱相宗，唯識宗，印度

名為瑜伽宗。毘曇宗、俱舍宗

亦得入此 

226.7 其他顯教各宗 

226.71 成實宗 

226.72 律宗 

 同：南山律宗、南山宗 

226.3 華嚴宗 【226.721 南山律宗（道宣）】 

 改入 226.72  以華嚴經（Aratamsaka 

Sutra）為宗依，六朝杜順為

始祖。又稱賢首宗 

226.723 相部律宗 

226.725 東塔律宗 

226.727 日本律宗  華嚴經入 221.2 

226.4 天臺宗 226.76 韓國諸宗 

226.767 大覺教  由天台智者大師成立，以法

華經為本，又名法華宗 226.768 圓佛教 

226.8 日本佛教諸宗  四教儀、摩訶止觀、法華、

台密等入此  日本律宗入 226.727；日本

真言宗入 226.93 226.5 淨土宗 

 226.81-.86 依 226.1-.6

分 

 以念佛往生彌陀淨土為旨

，以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

阿彌陀經（稱為淨土三經）為

本 

226.87 日蓮宗 

 立正安國論、創價學會、

靈友會入此  淨土諸經入 221.34 

226.6 禪宗 226.88 真宗（淨土真宗） 

 教行信證、正信偈、愚禿

鈔、歎異鈔、安心論入此 

 以達摩為始祖，又稱佛心宗

、心宗、或心印佛教 

226.89 時宗  得再分出禪宗各派 

226.9 密教 226.662 曹溪宗 

226.663 溈仰宗 226.91 密宗 Tan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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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真言宗  寺院建築入 927.2 

【227.1 僧伽制度】 226.93 日本真言宗 

 以空海為第一祖  改入 224.2 

227.2   中國寺院 226.96 藏傳佛教 

227.3 東方各國寺院  同：喇嘛教（Lamaism）、

西藏佛教  依世界分國表複分 

226.9661 寧瑪派 227.31 日本寺院 

 俗稱紅教。印度蓮華

生上師為開祖 

227.32 韓國寺院 

227.4-.7 其他各地寺院 

226.9662 薩迦派  依世界分國表複分 

【227.8 寺院內規】  俗稱花教。貢卻杰布

所創  改入 224.21 

【227.9 精舍；居士林】 226.9663 噶舉派 

  俗稱白教。瑪而巴

所創 

 精舍改入 227 

 居士林改入 220.6 

226.9664 格魯派  叢林制度改入 224.2 

 俗稱黃教。宗喀巴為

開祖，創於明永樂時。

由甘丹派演化而來 

228 佛教史地 

 佛教通史入此。各宗派佛教

史入226。印度佛教史改入228.1

，各國佛教史分入 228.2-.7，而

將原印度佛教史之號碼 228.37

作南傳佛教史 

 同：額爾德尼派、新

噶當派 

 甘丹派別名噶當派 

【226.9665 甘丹派】 
228.1 印度佛教史 

 改入 226.9664 
228.2-.7 各國佛教史 

【226.9666 額爾德尼派】 
 除印度佛教史分入 228.1 

 改入 226.9664 
 依世界分國表複分 

【226.9668 白教】 
 中國再依中國省區縣市表

複分 
 改入 226.9663 

226.971 藏乘轉世制；活佛 
228.2 中國佛教 

227 寺院  齋教是民間佛教入 271.4 

228.266 西藏佛教史  寺廟、精舍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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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 226.96藏傳佛教 

228.27 臺灣佛教史 

228.37 南傳佛教史 

228.9 異端；宗教壓迫 

 佛難入此 

229 佛教傳記 

 各宗傳記入 226 

229.1 釋迦牟尼；佛傳 

 佛陀論入 220.127 

229.2 諸菩薩；印度佛教傳記（附西

域） 

 觀世音菩薩、地藏菩薩、彌

勒菩薩、普賢菩薩等入此 

229.3 中國佛教傳記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宋高僧傳入 229.35 

229.39 臺灣佛教傳記 

229.4 日本佛教傳記 

229.5 韓國佛教傳記 

229.6 其他亞洲各國佛教傳記 

229.7 歐洲佛教傳記 

229.8 美洲佛教傳記 

229.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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