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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ETA 數位化內容統計
Time Name of Collection Works (部) Fascicles Characters

1998-2003 Taishō Tripiṭaka (大正藏) 2,373 8,982 78,770,000 

2004-2007 Shinsan Zokuzōkyō (卍續藏) 1,229 5,066 71,220,000 

2008-2011

Passages concerning Buddhist
activities from the Official History 
(正史佛教資料類編)

1 10 333,000 

Buddhist texts not contained in the 
Tripiṭaka (藏外佛教文獻)

77 136 1,663,000 

Selection of stone rubbings from the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

100 100 74,000 

Supplement from other editions of 
Tripiṭaka (歷代藏經補輯)

385 2631 24,193,000

2012-2014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Pali Canon 
(Based on the Yuan Heng Temple 
Edition) (漢譯南傳大藏經-元亨寺版)

36 c.a. 7,500,000

Selections from the Taiwa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Buddhist Rare Book 
Collection (國家圖書館善本佛典)

64 c.a. 5,500,000

Total (總計) 4,265 16,925 c.a.189,253,000



法鼓佛教學院 數位典藏組
學術研究與數位化技術研發並重

 法鼓佛教學院數位典藏組於近十多年來，進行過超過
20個，以佛教文獻為主軸的數位典藏計畫。

 CBETA 以大藏經為主要的數位化目標

 法鼓佛教學院則進行其他重要佛教典籍的數位化。
 以學術研究者的角度，進行資料整合與專題性的呈現。
 嘗試最新的數位技術，進行更多實驗性質的數位應用。
 研發新的數位工具與新的數位研究方式

 找出數位時代文獻更多的展現可能性--- 更多的資料詮釋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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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典數位應用的演變

CBETA 

數位藏經

研究者
研究方式發

生改變
更多

資料數位化
的需求

開始思考資
訊技術的可

能性

更多種類的
表現方式
文獻內容
視覺化

更直覺，更
有效的閱讀

方式
資料對讀

新的
數位分析方式

更多
數位工具/資料

的需求

產生新的研
究工具平台
(資料分析、
整合、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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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數位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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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藏經目錄數位資料庫 http://jinglu.cbeta.org
Digital Database of Tripitaka Cata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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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藏經目錄數位資料庫」收錄文獻

20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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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文藏經目錄，包
括房山石經，及歷
代刻本經錄，共24
部古代經錄，建構
33,700筆佛經目錄
資料。



多語言經錄資料對應

 藏文經錄以德格版為底本共有4569筆經目。

 巴利Nikaya 與漢譯Agama共有7003筆經目。

 梵文以中亞寫卷，與滿文大藏經，730筆經目。

 經錄資料提供了經典內容更多、更完整的背景資
料。這位數位藏經內容的取用方式與呈現，提供
了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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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山古剎-《中國佛寺史志》數位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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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fosizhi/

• 在中國佛教史料中，佛寺志是一種獨特而重
要的文獻，它也是地方志或地方性歷史文獻
之一。

• 於16 世紀至20 世紀之間，民間興起為各寺
院建立史志的風潮。

• 通常是由對區域、城市及寺院研究有興趣的
學者收集各種相關文本編輯而成。

• 成為了解佛教於中國本土法發展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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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寺志專案典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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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典藏內容主要由2個20世紀木刻版的編輯叢書組成:

 Zhongguo Fosi Shizhi Huikan中國佛寺史志彙刊. Taipei, 1980-1985. 
Compiled by Du Jiexiang 杜潔祥. (ZFSH) 110 vols.

 Zhongguo fosizhi congkan中国佛寺志丛刊. Hangzhou: Guangling shushe
广陵书社 2006 . Compiled by Zhang Zhi et al. 张智等编辑. (ZFC) 130 
vols.

 本專案數位化完成：
 所有寺志圖檔掃描。

 預計104年底，完成所有寺志基本全文數位化。

 其中13志全文化，已加入新式標點、人、時、地名相之辨識與註解



圖文對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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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fosizhi/
佛寺志線上閱讀界面

目錄區 主要內容區 文獻掃描圖

• 內容區與掃描圖區將同步捲動



圖文對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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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fosizhi/
佛寺志線上閱讀界面

人名/地名/時間
詳細資料顯示

缺字資料顯示

2014/6/9

• 提供完整的人名、地名、時間、缺字 等詳細資料的顯示



臺
灣
佛
教
文
獻

數
位
資
料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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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佛教文獻數位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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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taiwanbuddhism/tb
/

•早期台灣佛教文獻蒐集：
一、明鄭與清朝時期；
二、日據時期；
三、戰後時期。

包含：《臺灣文獻叢刊》相關文獻，
《南瀛佛教會會報》 （1923-1942）完
整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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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佛教》期刊數位典藏
15

• 臺灣佛教文獻數位資料庫的建構與研究之研究計畫案中，建
置圖書館藏，收錄臺中佛教會館藏書，《臺灣佛教》期刊為
其中一小部份，又蒙闞正宗先生提供21卷165號，始能將其
數位化。

• 《臺灣佛教》期刊數位典藏，保存《臺灣佛教》期刊創刊號
(1947年7月1日) 至第二十七卷第一期(1973年4月8號)之數位
化資料。

• 數位化內容包含數位全文、圖檔掃描、及後設資料之建立。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taiwan_foj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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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佛教》期刊數位典藏網頁閱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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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taiwan_foj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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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進行現代佛教典籍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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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導師著作集數位化專案

 協助印順導師基金會將印順導師著作，轉換為
TEI標記之作業。

 共計44冊，字數約765萬字。含基本文件形式標
記、引文出處、圖表處理。

 簡易網頁呈現介面。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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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導師著作集數位化合作案

• 除轉換內文格式外，也協助開發網頁閱讀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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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度法師著作集數位化合作案

 共收錄12本賢度法師著作，字數約
127萬字。含基本文件形式標記、引
文出處、圖表處理。

 網頁呈現介面：
 目錄與文本對讀、引用複製、全文

搜尋功能
 產出符合EPUB3 規格之電子書

22

 本專案為台北市華嚴蓮社委託法鼓佛教學院數位典藏組建置
共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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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度導師著作集數位化合作案
• 除了網頁呈現之外，也產出電子書。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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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覺的資料閱讀方式

24
2014/6/9

更直覺，
更有效的
閱讀方式
(資料對讀)



以科判作為典籍間的橋樑

• 《瑜伽師地論》數位資料庫
特色：梵漢藏全文檢索、版本比對、辭典對照、
科判、題解、引用 複製
專案網址： http://ybh.ddbc.edu.tw/

• 《法華經》多種語文版本資料庫
特色：全文檢索、多版本比對、樹狀科判、科判
比對。專案網址： http://sdp.chibs.edu.tw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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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數位資料庫
http://ybh.ddbc.edu.tw

26

 本資料庫已陸續整理出《瑜伽論》本論、
其綱要書及異譯本（三經二論）、諸注釋
本、梵藏本等共二十六本。

 介面主要特色：
 完整的科判結構瀏覽。
 透過科判比對，連結不同文本的對應區

段
 多視窗功能：讓可同時瀏覽多個本文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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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text of 瑜伽師地論 (T1579)

科判 (Kwamun) of T1579 
Parallel paragraph from Sanskrit sutra. 

YBH 專案界面



YBH 系統的科判相關功能

20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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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出各經典詳細科判

2. 按下科判後，右邊全文列出相對位置
3. 全文內加上科判條目
4. 科判條目旁，出現其他經典對應的連結

5. 按下其他經典連結後，開啟其他連結



《別譯雜阿含經》的版本比對與英譯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BZA

 《別譯雜阿含經》的 364 篇短經文至少都有一篇相對應
的漢譯平行經文，以及一篇(附有註釋書)的巴利語經文，
通常會同時有許多篇漢譯與巴利語平行經文，有時甚至會
有梵語經文殘篇留存。這項計畫已成功建置《別譯雜阿含
經》的數位比對版本，將上述各種經文版本連結。

 介面主要特色：
 以經群為主的瀏覽方式。可切換群內各經展示位置。
 介面以忠實呈現文獻原本相貌為主。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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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譯雜阿含經》經群選擇

20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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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譯雜阿含經》界面
31

2014/6/9

經群名稱

經群成員

經典內容 經典內容 經典內容

• 經典內容位置可以任意切換



賦予文字資料嶄新的看法
更多種類的
表現方式
文獻內容
視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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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梁高僧傳、唐高僧傳、宋高僧傳與
明高僧傳、出三藏記集、補續高僧傳、
比丘尼傳、名僧傳抄。

 其中包含高僧傳記超過3200篇

 文本中紀錄各高僧的生平要事與弘法行
誼

 為研究中國佛法歷史的重要著作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biographies/

佛教傳記文學的視覺化與搜尋
Visualizing and Querying Chinese Buddhist Biographies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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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文獻中的人、事、物 與 他們的關連

34

釋玄奘 。本名褘。姓陳氏。漢 太丘

仲弓後也。子孫徙於河南。故又為洛

州緱氏人焉。祖康北齊國子博士。父

慧早通經術。長八尺明眉目。拜江陵

令。解纓而返。即大業末年。識者以

為剋終。隱淪之候故也。兄素出家。

即長捷法師也。容貌堂堂儀局瓌秀。

講釋經義聯班群伍。住東都淨土寺。

以奘少罹窮酷。携以將之。日授精理。

Person 1: Xuan Zhang

Person 2: Xuan Zhang’s father

Place:  河南

Time:  大業末年

A Basic Event

(Longitude, la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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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傳記文學的視覺化與搜尋
Visualizing and Querying Chinese Buddhist Biographies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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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化文獻中的地理資訊
36

釋玄奘 。本名褘。姓

陳氏。漢 太丘 仲弓後

也。子孫徙於河南。

故又為洛州緱氏人焉。

祖康北齊國子博士。

父慧早通經術。長八

尺明眉目。拜江陵令。

解纓而返。即大業末

年。識者以為剋終。

隱淪之候故也。…



高僧傳社會網絡視覺化
37

http://dev.ddbc.edu.tw/biographies/socialnetworks/ 

 把高僧傳內容所
提到的高僧間的
往來關係，構建
成人際關係的網
絡圖。

 使用者可以依
「人」、「時」、
「地」或依「文
章範圍」為條件，
觀看古高僧大德
的彼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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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梁高僧傳的人物社會網絡

20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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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僧生平時間軸
39

http://dev.ddbc.edu.tw/biographies/timeline/ 

藉由將高僧們的生卒年重疊，找出時間有交疊的人物。
2014/6/9



資料整合

2014/6/9



 「人」,「時」,「地」參考資料，為各專案所需的共
通點。

 將各數位專案蒐集之「人」、「時」、「地」參考
資料，集中管理，避免重工。

 並且可以作為不同資料、互相參考、鍊結的點。

 給予每一個實體，一個唯一的 規範碼(authority id.)
 東漢 明帝 永平 元年 正月一日(0058-02-01)(1742286)
 鳩摩羅什(Kumārajīva)(A001583),攝摩騰(A000883),
 洛陽 白馬寺 (CN410322T01AA)

41

佛學規範資料庫
DDBC Buddhist Authority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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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規範資料庫
DDBC Buddhist Authority Database

 目前可供使用資料:
 Time Authority Database
 BCE 221/11/16(秦) -- CE 1912/01/12(清)

 中/西/日本/韓國 曆法對照

 Person Authority Database
 歷史人物資料：共23002位

 Place Authority Database
 歷史地點資料：共57984筆

42

http://authority.ddb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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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規範資料查詢範例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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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別名資料

詳細的生卒年紀錄



時間規範資料查詢範例（東晉）
44

2014/6/9日韓對應時間中國並行朝代（東晉、十六國）

西曆推算時間



 讓使用者能一次搜尋到多個專案的內容。
 目前已經整合了15個數位專案(持續增加中)

45

整合搜尋平台
http://isearch.ddb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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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的量化研究工具

2014/6/9

新的
數位分析方

式



文字量化分析

 文字量化分析：使用軟體來分析藏經文字內容，
以其發現隱藏於其中的特殊樣型。

 可能的特殊樣型：
 某些文字在某一個條件之下，被大量使用。但其他

地方都沒有發現。

 一群文字之中，都不約而同的使用某一些文字的搭
配。

 文章中對於常用字的卻出現很特殊的使用情況。

 其他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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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a Ngram Viewer: 
(http://dev.ddbc.edu.tw/BuddhaNgramViewer/)

 Buddha Ngram Viewer (under construction)
 一個可以讓我們觀察某一字詞在不同時期所翻譯/

創作的藏經中，被使用的次數的變化.

Click any point in the 
chart to start.

http://dev.ddbc.edu.tw/
BuddhaNgramVi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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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洹,涅槃

字詞出現次數

西元年代

中國朝代

Click this point to see 
the details of C.E.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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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ccurrences of 泥洹, 涅槃 in texts translated in C.E. 401

Scroll down for 
more texts

The occurrences  in 
the 22 fascicles of T 
1 (長阿含經).

A quick way to understand the frequencies of selected terms in texts. 

Click this point to see the 
details of 3rd fascicles in 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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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s the occurrences of “泥洹 + 涅槃” in the third fascicle of T 1 

Click here to display only 
matches of “泥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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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 occurrences only of “泥洹” in the third fascicle of T 1 

Click to view this line 
in the CBETA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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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ETA Full text of the selected line

53 2014/6/9



佛典數位整合研究平台計畫

54 2014/6/9

產生新的研
究工具平台
(資料分析、
整合、共享)



 整合現有佛教數位資源，提供一個進行佛典研
究的數位資源平台。

 整合經典文字、經錄資料、字典、字詞統計工
具等相關資料於一身的友善研究環境

 於去年取得國科會數位人文專案，兩年期計畫
補助。

55

佛典數位整合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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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閱讀

文字分析

Phonology 
Materials

字典查找
Word 

Segmentation 
Tools

經錄資料

主要整合想法

以經典閱讀為核心，整合提
供其他週邊參考資料。提昇
研究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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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ogue Data

Basic Information

簡單呈現內容豐富的經典內容。

Information from Sutra 
catalogue, click here will be 
leaded to our catalogue 
Project.

N-gram Information 

婆羅,727
如是,705
比丘,694
羅門,693
沙門,614

世尊,477
如來,469
云何,428
眾生,388
由旬,387

爾時,384
復有,358
是為,346
阿難,317
無有,313

Other Related Sutra

• Other Parallel Translation. 
• List of Commentary
• Related Research

57 2014/6/9



Catalogue Data

N-gram Information 

婆羅,727
如是,705
比丘,694
羅門,693
沙門,614

世尊,477
如來,469
云何,428
眾生,388
由旬,387

爾時,384
復有,358
是為,346
阿難,317
無有,313

Other Related Sutra

• Other Parallel Translation. 
• List of Commentary
• Related Research

Extra Information for Selected Terms

婆羅

Dictionary Lookup

Occurrences of 婆羅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

婆羅《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別用丁福保, 改用翻譯名義大集）
【職位】Vihārapāla，維那之別名，
譯曰次第，司僧中之次第順序者。行
事鈔下二曰：「維那出要律儀翻為寺
護，又云悅眾。本正音婆邏…」

Information from our 
glossaries project, click here 
will be leaded to glossaries 
project website.

Word Segmentation Tools

Place Name, Person Name, Calendar  Look up

This information is from 
Buddha Ngram Vi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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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Listening.

Q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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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佛教學院數位典藏專案首頁
http://www.ddbc.edu.tw/digital_archives/projec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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