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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文 獻 

一、專書 

（一）佛教典籍 

＊《金光明經》及其相關注疏 

《金光明經》 北涼 曇無讖譯 《大正藏》16冊 

《合部金光明經》 隋 寶貴合 《大正藏》16冊 

《金光明經玄義》 隋 智顗說；灌頂錄 《大正藏》39冊 

《金光明經文句》 隋 智顗說；灌頂錄 《大正藏》39冊 

《國清百錄》 隋 灌頂 《大正藏》46冊 

《金光明經疏》 隋 吉藏撰 《大正藏》39冊 

《金光明最勝王經》 唐 義淨譯 《大正藏》16冊 

《金光明最勝王經疏》 唐 慧沼 《大正藏》39冊 

《金光明經玄義拾遺記》 宋 知禮述 《大正藏》39冊 

《金光明經文句記》 宋 知禮述 《大正藏》39冊 

《金光明經玄義順正記》 宋 從義撰 《卍續藏》31冊 

《金光明經文句新記》宋 從義 撰 《卍續藏》31冊 

《金光明經照解》 宋 宗曉述 《卍續藏》31冊 

《金光明懺法補助儀》 宋 遵式集 《大正藏》46冊 

《金光明經最勝懺儀》 宋 知禮 《大正藏》46冊 

《金光明經科註》 明 受汰集 《卍續藏》92冊 

《金光明經感應記》 明 受汰重輯 《卍續藏》92冊 

＊其他佛典 

《長阿含》 後秦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 譯 《大正藏》第 1冊 

《大樓炭經》 西晉 法立共法炬 譯 《大正藏》第 1冊 

《起世經》 隋 闍那崛多等譯 《大正藏》第 1冊 

《雜阿含》 劉宋 求那跋陀羅譯 《大正藏》第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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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一阿含》 東晉 瞿曇僧伽提婆譯 《大正藏》第 2冊 

《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 鳩摩羅什譯 《大正藏》第 8冊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 唐 不空譯 《大正藏》第 8冊 

《法華經》 姚秦 鳩摩羅什譯 《大正藏》第 9冊 

《華嚴經》 東晉 佛馱跋陀羅譯 《大正藏》第 9冊 

《地藏菩薩本願經》 唐 實叉難陀譯 《大正藏》第 13冊 

《佛說四天王經》南朝宋 智嚴、寶雲譯 《大正藏》15冊 

《觀佛三昧海經》 東晉 佛陀跋陀羅譯 《大正藏》15冊 

《毘沙門天王經》 唐 不空譯 《大正藏》21冊 

《佛說毘沙門天王經》宋 法天譯 大正藏第 21冊 

《北方毘沙門天王隋軍護法儀軌》 唐 不空譯 《大正藏》21冊 

《北方毘沙門天王隋軍護法真言》 唐 不空譯 《大正藏》21冊 

《毘沙門儀軌》 唐 不空譯 《大正藏》21冊 

《北方毘沙門多聞寶藏天王神妙陀羅尼別行儀軌》唐 不空譯 《大正藏》21冊 

《佛說大吉祥天女十二名號經》 唐 不空譯 《大正藏》21冊 

《大吉祥天女十二契一百八名無垢大乘經》 唐 不空譯 《大正藏》21冊 

《堅牢地天儀軌》 唐 善無畏譯《大正藏》21冊 

《歷代三寶紀》 隋 費長房撰 《大正藏》第 49冊 

《佛祖統紀》 宋 志磐撰 《大正藏》第 49冊 

《佛祖歷代通載》 元 念常集 《大正藏》第 49冊 

《釋氏稽古略》 明 覺岸編 《大正藏》第 49冊 

《三國遺事》 高麗 一然撰 《大正藏》第 49冊（辯才天）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 隋 灌頂撰 《大正藏》第 50冊 

《高僧傳》 梁 慧皎撰 《大正藏》第 50冊 

《續高僧傳》 唐 道宣撰 《大正藏》第 50冊 

《宋高僧傳》 宋 贊寧等撰 《大正藏》第 50冊 

《三寶感應要略錄》 宋 非濁集 《大正藏》第 5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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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弘明集》 唐 道宣 《大正藏》第 52冊 

《集古今佛道論衡》 唐 道宣撰 《大正藏》第 52冊 

《經律異相》梁 寶唱等集 《大正藏》第 53冊 

《法苑珠林》 唐 道世撰 《大正藏》第 53冊 

《翻譯名義集》宋 法雲編 《大正藏》第 54冊 

《大宋僧史略》宋 贊寧 《大正藏》第 54 冊 

《出三藏記集》 梁 僧祐撰 《大正藏》第 55冊 

《眾經目錄》 隋 法經等撰 《大正藏》第 55冊 

《大唐內典錄》 唐 道宣撰 《大正藏》第 55冊 

《古今譯經圖紀》 唐 靖邁撰 《大正藏》第 55冊 

《開元釋教錄》 唐 智昇撰 《大正藏》第 55冊 

《閱藏知津》明 智旭 《佛教大藏經》第 113冊 

《律苑事規》 元 省悟 《卍續藏》第 106冊 

《供諸天科儀》 清 弘贊 集 《卍續藏》第 129冊 

《重編諸天傳》 宋 行霆 《卍續藏》150冊 

 

（二）佛學研究 

大村西崖《密教發達志》，台北：華宇，1986。 

巴壺天、李世傑 譯；木村泰賢 《人生的解脫與佛教思想》，台北：協志工業，

  1958。 

方立天 《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台北：桂冠，1994。（2刷） 

王文顏 《佛典漢譯之研究》，台北：天華，1984。 

冉雲華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論集》，台北：東初，1990。 

冉雲華 《從印度佛教到中國佛教》，台北：東大，1995。 

古正美 《貴霜佛教政治傳統與大乘佛教》，台北：允晨，1993。 

印  順 《佛學概論》，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新版一刷） 

印  順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台北：正聞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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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順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台北：正聞出版社，1986。 

印  順 《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台北：編者自刊，1968。 

吳汝鈞 《中國佛學的現代詮釋》，台北：文津，1995。 

吳汝鈞 《印度佛學的現代詮釋》，台北：文津，1994。 

吳汝鈞 《佛學研究方法論》，台北：學生，1982。 

呂  澂 《中國佛學思想概論》，台北：天華，1986。 

呂  澂 《印度佛學思想概論》，台北：天華，1987。 

呂  澂 《印度佛學源流略講》（現代佛學大系 23），台北：彌勒，1983。 

李世傑 譯；高崎直道 等著《如來藏思想》（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68），台北： 

  華宇，1986。 

季羨林 《季羨林佛教學術論文集》，台北：東初，1995。 

林太、馬小鶴譯；中村元譯《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台北：淑馨，1990， 

  頁 208。 

金倉圓照 等編《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總目錄》（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29、30）， 

  台北：華宇，1985。 

梁啟超 《佛學研究十八篇》，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許洋主 譯；山田龍城 著《梵語佛典導論》，台北：華宇，1988。 

陳詠明 《佛教的大千世界》，台北：文津，1995。 

傅偉勳 《從傳統到現代－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台北：東大，1990。 

楊白衣 譯；小野玄妙 著 《佛教經典總論》，台北：新文豐，1983。 

劉欣如 譯；水野弘元 著 《佛典成立史》，台北：東大，1996。 

魏承思 《中國佛教文化論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關世謙 譯；道端良秀 著 《中國佛教與社會福利事業》，高雄：佛光，1986。 

釋慧廣 《懺悔的理論與方法》，高雄：法喜出版社，1989。 

 

（三）佛教史 

中村元等著，余萬居譯 《中國佛教發展史（上）》，台北：天華出版事業公司，



 5 

  1984。 

王世安 譯；A.K.Warder著《印度佛教史》（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33），台北： 

  華宇，1988。 

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台北：商務，1993。 

任繼愈 《中國佛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印  順 《印度佛教思想史》，台北：正聞，1988。 

呂  澂 《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台北：里仁，1985。 

杜斗城 《北涼佛教研究》，台北：新文豐，1998。 

張  弓 《漢唐佛寺文化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莊昆木 譯；平川 彰 著《印度佛教史》，台北：商周，2002。 

郭  朋 《中國佛教史》，台北：文津，1993。 

陳季菁 譯；高雄義堅 著 《宋代佛教史研究》（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 47 冊）， 

 台北：華宇，1987。 

湯用彤 《隋唐佛教史論稿》，台北：木鐸，1988。 

湯用彤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台北：駱駝，1987。 

黃啟江 《北宋佛教史論稿》，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 

藍吉富 《佛教史料學》，台北：東大，1997。 

魏長洪 《西域佛教史》，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8。 

釋依法 譯；Stanley Weinstein 著 《唐代佛教－王法與佛法》，台北：佛光，1999。 

 

（四）佛教文學 

丁  敏 《佛教譬喻文學》，台北：東初，1996。 

中國古典研究會編 《文學與佛學的關係》，台北：學生，1994。 

王曉平 《佛典‧志怪‧物語》，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永  祥 《佛教文學對中國小說的影響》，台北：佛光，1998。（2版） 

周慶華 《佛教與文學的系譜》，台北：里仁，1999。 

邱敏捷 《文學與佛經》，高雄：復文，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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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傳文 《佛經的文學性解讀》，台北：慧明文化，2002。 

孫昌武 《佛教與中國文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張曼濤 主編 《佛教與中國文學》，大乘文化出版社，1976。 

梁麗玲 《雜寶藏經及其故事研究》，台北：法鼓，1998。 

葛兆光 《中國宗教與文學論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 

劉衛星 譯；加地哲定 著《中國佛教文學》，高雄：佛光，1993。 

蔣述卓 《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釋依淳 《本生經的起源與開展》，台北：佛光，1997。（2版） 

 

（五）佛經語言 

朱慶之 《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台北：文津，1992。 

李維琦 《佛經釋辭》，長沙：岳麓書社，1993。 

李維琦 《佛經續釋辭》，長沙：岳麓書社，1999。 

俞理明 《佛經文獻語言》，成都：巴蜀書社，1993。 

梁曉虹 《佛教與漢語詞彙》，台北：佛光，2001。 

顏洽茂 《佛教語言闡釋：中古佛經詞匯研究》，杭州：杭州大學，1997。 

 

（六）佛教美學 

王海林 《佛教美學》，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 

祁志祥 《佛教美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張文勛 《儒道佛美學思想探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88。 

曾祖蔭 《中國佛教與美學》，台北：文津，1994。 

蕭振邦 《佛教美學初探》，台北市：行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1995。 

 

（七）文學類 

王  立 《心靈的圖景－文學意象的主題史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王希杰 《修辭學通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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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春 主編 《修辭學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申  丹 《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2版） 

李文彬 譯；佛斯特 著《小說面面觀》，2000三刷。 

沈  謙 《修辭學》，台北：空大，1995。 

季羨林 《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北京：北京大學，1991。 

胡  適 《中國白話文學史》，台北：遠流，1992。 

胡亞敏 《敘事學》，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唐躍、譚學純 《小說語言美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浦安迪 《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刷） 

高辛勇 《形名學與敘事理論》，台北：聯經，1987。 

高辛勇 《修辭學與文學閱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黃慶萱 《修辭學》，台北：三民，1975。 

楊  義 《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 

劉世劍 《小說敘事藝術》，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 

劉守華 《比較故事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 

劉守華 《故事學綱要》，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 

魯  迅 《中國小說史略》，台北：風雲時代，1980。 

羅  鋼 《敘事學導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3刷） 

譚學純、朱玲 《廣義修辭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刷） 

 

二、學位論文 

王晴慧 《六朝漢譯佛典偈頌與詩歌之研究》，靜宜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9。 

何慧俐 《敦煌佛經感應記：以普賢菩薩說證明經、金光明經、金剛經為研究範

  圍》，政大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吳藝苑 《「慈悲水懺」與中國佛教懺悔思想》，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1993。 

李皇誼 《維摩詰經的文學特質與中國文學》，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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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 

宗玉媺 《金光經空品的探究》，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論文，1996。 

張家禎 《大悲懺法之研究》，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張雅惠 《漢文佛典夜叉形象之研究》，中正大學中文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梁麗玲 《賢愚經及其相關問題研究》，中正大學中文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陳玉美 《天台智顗《法華三昧懺儀》之研究》，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碩士，2000。 

陳玉美 《天台智顗「法華三昧懺儀」之研究》，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0。 

陳曉怡 《哪吒人物及故事之研究》，逢甲中文碩士論文，1994。 

傅世怡 《法苑珠林六道篇感應緣研究》，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7。 

黃柏源 《智顗醫學思想之研究－以摩訶止觀「觀病患境」為中心》，華梵大學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溫美惠 《華嚴經入法界品之文學特質研究》，政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趙海涵 《天台宗智者大師懺儀研究》，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9。 

蕭麗芬 《天台懺法之研究》，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譚惠文 《妙法蓮華經譬喻文學之研究》，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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