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tle (Chinese) Author (Chinese)

無聲息的歌唱 星雲大师

現生圓滿的佛敎 心定法師

從四聖諦到四弘誓願－論大小乘佛教融合的開展 星雲大师

星云百语2之皆大歡喜 星雲大师

海啸無情，人間有爱 － 佛光南亞海啸紀念專刊

人間佛教的蓝圖 星雲大师

六波羅密自他两利之評析 星雲大师

論佛教民主自平等的真義 星雲大师

浩瀚星云音乐剧

思敏健身禅 陳思敏

思敏健身禅 陳思敏

星雲法語2 星雲大师

西藏生死書 索甲仁波切

佛陀的故事 星雲大师

星雲禪語（第一集） 星雲大师

星雲禪語（第四集） 星雲大师

星雲禪語（第三集） 星雲大师

星雲禪語（第二集） 星雲大师

我們認識的佛光山

星雲禪話 （第二集） 星雲大师

送愛到四川－512汶州大地震賑災實錄

廣論科判 （待修订版）

廣論科判 （待修订版）

廣論科判 （待修订版）

《新唯识论》诠释 陈强

《剑桥园地》第十六期 （2011年2月）

阿含經止觀 釋從信解釋

普䝨行願品講話 鄧慧心講。朱斐記

入菩薩行譯注 寂天造。如石譯注

佛教科學觀 尢智表居士著

覺者的生涯

賈雅瑟納。嘉亞闊提亞著

。釋學愚譯

心經

倓虚大師講。王愷居士記

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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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述 寳靜法師蕞書

佛説觀佛三昧海經

究研的業

本源自性天真佛－永嘉證道歌心解 洪啓嵩

柳暗花明又一生 ： 瀕死經驗的跨領域對談 李傅龍，李雅寧譯

龍樹舆中觀哲學 楊惠南

大佛頂首楞嚴神咒簡巯

唯識研究：八百識規矩頌法 釋常照述講

大悲心陀羅尼經（府白話解説）

神會大師證道歌顯宗記溯源 月溪法師

禪林寶訓講記 聖印講述

天厨妙供

最上乘論，達磨破相論，達磨悟性論，達磨血脈論，

達磨四行觀 達磨祖師等著

普勸僧俗發菩提心文 唐斐休

两個世界的味道 李炳南老居士

當生成就之佛法 李炳南老居士

素食舆營養

怎樣改造命運

性相通説 明。憨山大師

入菩薩行導論 如石

一個學佛者的基本信念 南懷瑾先生

佛陀的思维方法 張大卿

智慧的啓開眞理 佛使比丘

三十七菩提分

了義炬。活用佛法

姜贡康着仁波切 & 

塔湯仁波切

龍樹舆中觀哲學 楊惠南

識透生命真相 周瑞宏

自性的解脱 伊凡

禅林珠㼁 － 第八辑 惟明法師編述

天邊有一颗星星 林清玄

20世纪风云人物临终岁月 李麟编著

20世纪风云人物临终岁月 李麟编著

慧眼禪心

食素是身心健康的捷徑 傅益永

醫學博士為什麼要素食

看破世缘修証佛法 释性空

人為甚麼應該素食 果通法師

甚麼是佛法



佛法在原子时代 無虚居士

什麼是佛法

傳燈 林清玄

心的絲路 林清玄

紫色菩提 林清玄

達摩寶傳

華嚴經淨行品剖裂玄義疏 繼夢法師

佛典輯要 軺水海

阿含經的疑難 釋從信

諦聽 王静蓉，黄景异等

心經漫畫經典 余乙樵

娶向菩提的方法 不動慧獅子

香飘蓮清 道證法師

阿含經正見－佛說成佛之道 釋從信

般若心經的現代意義 郭敏俊

圖解禪問答 陳和章

禪門三柱 菲力浦，凱普樓

大乘百法明門論集錄

邁向健康之路

念佛四大要訣

念佛直徑 趙恒惖

准提咒介绍 释清净

神探李昌钰 李昌钰，邓洪

星雲大师

迷悟之间1 星雲大师

迷悟之间2 星雲大师

迷悟之间3 星雲大师

迷悟之间4 星雲大师

藥師經及其修持法門 星雲大师

普門品 星雲大师

迷悟之间6 星雲大师

迷悟之间7 星雲大师

星云百语1之心甘情願 星雲大师

佛教對當代問题的探討 星雲大师

星雲說偈 星雲大师

自在的人生 星雲大师

佛光學 星雲大师

迷悟之间1 星雲大师

星雲法語1 星雲大师

人問佛教的人情味 星雲大师



傳燈

八大人覺經 星雲大师

八大人覺經 星雲大师

八大人覺經 星雲大师

法相

普門品 星雲大师

六祖壇經 星雲大师

六祖壇經 星雲大师

普門品 星雲大师

禅话禅画 星雲大师

佛教對當代問题的探討 星雲大师

佛教對當代問题的探討 星雲大师

佛教的真諦 星雲大师

藥師經及其修持法門 星雲大师

星雲說偈 星雲大师

人间佛國

星云百语1之心甘情願 星雲大师

星云百语2之皆大歡喜 星雲大师

論佛教民主自平等的真義 星雲大师

六波羅密自他两利之評析 星雲大师

六波羅密自他两利之評析 星雲大师

從四聖諦到四弘誓願－論大小乘佛教融合的開展 星雲大师

從四聖諦到四弘誓願－論大小乘佛教融合的開展 星雲大师

星雲法語2 星雲大师

人間佛教的蓝圖 星雲大师

人間佛教的蓝圖 星雲大师

佛教的生命，生死，生活學 星雲大师

佛教的生命，生死，生活學 星雲大师

無聲息的歌唱 星雲大师

無聲息的歌唱 星雲大师

迷悟之间6 星雲大师

迷悟之间6 星雲大师

釋迦牟尼佛傳 星雲大师

佛陀的故事 星雲大师

星雲說偈 星雲大师

迷悟之间4 星雲大师

迷悟之间4 星雲大师

佛光學 星雲大师

星雲法語1 星雲大师

迷悟之间2 星雲大师



迷悟之间1 星雲大师

迷悟之间2 星雲大师

迷悟之间2 星雲大师

八識講話 星雲大师

八識講話 星雲大师

八識講話 星雲大师

八识讲话 星雲大师

禪定舆智慧 心定和尚

有情有義－星云囬憶錄

你就是改變的起點 嚴長壽

有女真好 鄭羽書，Victoria

星雲大师教你一念轉運 （人間羽錄1） 星雲大师，鄭羽書

迷悟之間1 星雲大师

迷悟之間2 星雲大师

迷悟之間3 星雲大师

迷悟之間4 星雲大师

菩提道第廣論（上） 宗喀巴大師

菩提道第廣論（下） 宗喀巴大師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 一九九八年東南亞領導干部 

講習會手册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第八次會員代表大會開幕典禮手

册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第八次會員代表大會暨金剛婦女

會議手册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第二届第七次理事會議手册

佛光山西来寺－建寺十週年特刊

佛光山纪念開山31週年年鑑 星雲大师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十周年特刊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第四届第五次理事會議

禅话禅画 星雲大师

温哥華佛光山十週年國際佛光會温哥華協會成立十二

週年纪念特刊－禮讚十年

第七次世界會員代表大會會議手册

1998 

年特刊：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第七次會員代表大會

佛光山西来寺年刊

上星下雲大師主持多倫多佛光山落成開光典禮

2000 佛光山西来寺年刊

國際佛光青年團康手册

發心与發展：國際佛光青年龫部會議手册



2001美加梵唄巡回公演：恒河之聲

佛光素宴為文教慈善基金筹款

海啸無情，人間有爱 （佛光南亞海啸纪念專刊)

國際佛光會會員手册

圖解净土生活 （看圖說故事：佛教美術䕺書2） 星雲大师，釋如常

圖解净土生活 （看圖說故事：佛教美術䕺書2） 星雲大师，釋如常

1998年印度菩提伽耶國際三壇大戒戒會特刊

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十六届大會佛光山美國西来寺落

成典禮纪念特刊

2000 佛光山西来寺年刊

國佛光會1999美洲幹部講習會手册

國際佛光會第七次世界會員代表大會

國際佛光會第七次世界會員代表大會

1999年佛光山西来寺功德主聯誼會

佛光山西来寺1996

一九九八年國際僧伽研習會會議手册

2000年佛光山西来寺功德主聯誼會

佛光山三佛中心2002年我們做了些什么

唄音樂文化藝術巡回表演曁星雲大師佛學講座

國際佛光會洛杉磯協會成立五週年特刊

佛光山三佛中心2002年我們做了些什么

梵音樂舞文化藝術饗宴

2000年佛光山西来寺謢法，義工暨百萬興學委员聯誼

會

2000美加佛光青年學佛營生活手册

纽西蘭佛光山落成開光暨三皈五戒特别報導

佛光素宴為文教慈善基金筹款

第六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手册 

（國際佛光會洛杉磯協會）

善缘满人间（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十週年特刊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第九回會員代表大會纪念刊行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第九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手册

2005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年度工作報告暨第四届第一次理

事會實録

2006國際佛光會世界會員代表大會會議手册



2006國際佛光會世界會員代表大會會議手册

慶祝2000首届國定佛誕節特刊

1998國際佛光金剛會議手册

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二十届大會

赱界佛教美術圖说大辞典 （第1集：建築1） 星雲大师

赱界佛教美術圖说大辞典 （第2集：建築2） 星雲大师

赱界佛教美術圖说大辞典 （第3集：建築3） 星雲大师

赱界佛教美術圖说大辞典 （第4集：建築4） 星雲大师

赱界佛教美術圖说大辞典 （第5集：石窟1） 星雲大师

赱界佛教美術圖说大辞典 （第6集：石窟2） 星雲大师

赱界佛教美術圖说大辞典 （第7集：石窟3） 星雲大师

赱界佛教美術圖说大辞典 （第8集：石窟4） 星雲大师

赱界佛教美術圖说大辞典 （第9集：石窟5） 星雲大师

赱界佛教美術圖说大辞典 （第10集：雕塑1） 星雲大师

赱界佛教美術圖说大辞典 （第11集：雕塑2） 星雲大师

赱界佛教美術圖说大辞典 （第12集：雕塑3） 星雲大师

赱界佛教美術圖说大辞典 （第13集：雕塑4） 星雲大师

赱界佛教美術圖说大辞典 （第14集：繪書1） 星雲大师

赱界佛教美術圖说大辞典 （第15集：繪書2） 星雲大师

赱界佛教美術圖说大辞典 （第16集：繪書3） 星雲大师

赱界佛教美術圖说大辞典 （第17集：書法篆刻） 星雲大师

赱界佛教美術圖说大辞典 （第18集：工藝） 星雲大师

赱界佛教美術圖说大辞典 （第19集：人物） 星雲大师

赱界佛教美術圖说大辞典 （第20集：總索引） 星雲大师

佛光祈願文 （上册：家庭倫理，勉励期許）

佛光祈願文 （下册：社會職業，佛教法會）

星雲法語2 （星云大師文集34）

星雲法語2 （星云大師文集34）

星雲法語1 （星云大師文集33）

星雲法語1 （星云大師文集33）

星雲法語集1

佛光人間生活禪 釋慧日

佛教的慈悲主義 星雲大师

佛教的慈悲主義 星雲大师

人證悟之後的生活怎麽樣 星雲大师

從心的動態到心的靜態 星雲大师

談情說愛 星雲大师

管理三部曲（迷悟之間10） 星雲大师

老二哲學 （星雲百语3） 星雲大师

探索人生路



現生圓滿的佛教 心定和尚

話緑録(二） 星雲大师，鄭羽書

話緑録(二） 星雲大师，鄭羽書

佛光之美（佛光會行腳参訪記事） 星雲大师

老二哲學 （往事百語2） 佛光星雲

皈依三寶的意義 星雲大师

皈依三寶的意義 （星雲大師基礎佛学之一） 星雲大师

皈依三寶的意義 星雲大师

皈依三寶的意義 （星雲大師基礎佛学之一） 星雲大师

迷悟之間4 星雲大师

建設佛化家庭 陳海量

善女人 宋雅姿等

不同的愛 （佛教小說集） 星雲大师等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記 釋註者，演培法師

禪堂風光 佛光山禅净法堂

金剛經講話 星雲大师

前世今生：生命輪迴的前世療法

父母恩重難報經 釋證嚴

自在（人生必修七堂课） 慧宽法师

心甘情願（星云百语1） 星雲大师

覺世論叢 星雲大师

老二哲學 （星雲百语3） 星雲大师

星雲禪話 （第三集） 星雲大师

星雲禪話 （第三集） 星雲大师

星雲禪話 （第三集） 星雲大师

星雲禪話 （第四集） 星雲大师

星雲禪話 （第四集） 星雲大师

星雲禪話 （第四集） 星雲大师

星雲禪話 （第四集） 星雲大师

佛法西来 星雲大师

佛法西来 星雲大师

佛法西来 星雲大师

佛法西来 星雲大师

憨山大師

星雲大師傳之傳燈 符芝瑛

星雲禪話 （第二集） 星雲法師

玉琳國師 星雲大師

八大人覺經十講 星雲大師

八大人覺經十講 星雲大師

八大人覺經十講 星雲大師



星雲百语 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何處尋 星雲大師

踪游天海 星雲大師

一池落花两様情 星雲大師

一池落花两様情 星雲大師

修剪生命的荒蕪 星雲大師

生活禅心 （星雲大師的處世錦囊

人間佛教舆星雲大師 陸震廷

佛光世界1 （國際佛光會總會長的話） 星雲大師

佛光世界1 （國際佛光會總會長的話） 星雲大師

慈悲的智慧 （星雲大師的生命風華） 星雲大師

夢琉璃 （星雲大師講演集） 星雲大師

夢琉璃 （星雲大師講演集） 星雲大師

七色琉璃 （星雲大師講演集） 星雲大師

修剪生命的荒蕪 星雲大師

十大弟子傳 星雲大師

無聲息的歌唱 星雲大師

维摩話所說經 （星雲大師佛經講座教材）

十大弟子傳 釋星雲

不同的愛 星雲大師等

星雲大師講演集

有情有義 （星云囬憶錄）

無聲息的歌唱 星雲大師

無聲息的歌唱 星雲大師

無聲息的歌唱 星雲大師

云水日月 （星雲大師傳上） 符芝瑛

云水日月 （星雲大師傳下） 符芝瑛

當代台灣佛教發展趨勢 釋永東

當代台灣佛教發展趨勢 釋永東

薪火 （佛光山承先啓𢓭的故事） 符芝瑛

薪火 （佛光山承先啓𢓭的故事） 符芝瑛

六祖壇經講話 （四册之一） 星雲大師

六祖壇經講話 （四册之二） 星雲大師

六祖壇經講話 （四册之三） 星雲大師

六祖壇經講話 （四册之四） 星雲大師

過関因為有禪心 （一个比丘尼的修行日記） 釋永芸

靈山月色 釋永芸

佛教故事大全 （上） 慈莊法師

佛光菜根譚 星雲大師

佛光菜根譚 星雲大師



佛光菜根譚 星雲大師

佛光菜根譚 星雲大師

溫柔的記憶 蔡孟樺

溫柔的記憶 蔡孟樺

釋尊的生涯 水野弘元

来一壶無我茶吧 （一位比丘尼的人間行腳） 永固法師

定和尚說故事 心定和尚

儒佛生死學舆哲學論文集 釋慧開

執行力 （没有執行力，哪有競爭力） 包熙迪，夏籃

禪定舆智慧

佛光教科書11 佛光星雲

星雲模式

星雲模式

半中歲月 釋滿觀

心中的風鈴 蔡孟樺

一頁人間 马西屏

優曇之花 梁寒衣

遠東迷你漢英辭典

星雲 日記 1 - 

安然自在（1989年7月1日－1989年10月31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2 - 

創造全面的人生（1989年11月1日－1989年12月31日

）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3 - 

不負西来意（1990年1月1日－1990年2月28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4 - 

凡事超然（1990年3月1日－1990年4月30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6 - 

不請之友（1990年7月1日－1990年8月31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7 - 

找出内心平衡點（1990年9月1日－1990年10月31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8 - 

慈悲不是定點（1990年11月1日－1990年12月31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9 - 

觀心自在（1991年1月1日－1991年2月28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10 - 

勤耕心田（1991年3月1日－1991年4月30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11 - 

菩萨情懷（1991年5月1日－1991年6月30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12 - 

處處無家處處家（1991年7月1日－1991年8月31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13 - 

法無定法（1991年9月1日－1991年10月31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14 - 

說忙說閒（1991年11月1日－1991年12月31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15 - 

缘滿人間（1992年1月1日－1992年2月28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16 - 

禪的妙用（1992年3月1日－1992年4月30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17 - 

不二法門（1992年5月1日－1992年6月30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18 - 

把心找回来（1992年7月1日－1992年8月31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21 - 

慈悲是寶藏（1993年1月1日－1993年2月28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22 - 

打開心門（1993年3月1日－1993年4月30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23 - 

有願必成（1993年5月1日－1993年6月30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24 - 

收支平衡的人生（1993年7月1日－1993年8月31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25 - 

感動的修行（1993年9月1日－1993年10月31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26 - 

把握因缘（1993年11月1日－1993年12月31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27- 

真修行（1994年1月1日－1994年2月28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28 - 

自在人生（1994年3月1日－1994年4月30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29 - 

生活禪（1994年5月1日－1994年6月30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30 - 

人生的马拉松（1994年7月1日－1994年8月31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31 - 

守心轉境（1994年9月1日－1994年10月31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32 - 

求人不如求己（1994年11月1日－1994年12月31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33 - 

享受空無（1995年1月1日－1995年2月28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34 - 

領眾之道（1995年3月1日－1995年4月30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35 - 

說話的藝術（1995年5月1日－1995年6月30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36 - 

學徒性格（1995年7月1日－1995年8月31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37 - 

善聴（1995年9月1日－1995年10月31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38 - 

低下頭（1995年11月1日－1995年12月31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39 - 

忙中修褔慧（1996年1月1日－1996年2月28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40 - 

神通妙用（1996年3月1日－1996年4月30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41 - 

生死一如（1996年5月1日－1996年6月30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42 - 

檢查心念（1996年7月1日－1996年8月31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43 - 

随喜功德（1996年9月1日－1996年10月31日） 星雲大師

星雲 日記 44 - 

放光（1996年11月1日－1996年12月31日） 星雲大師

禅心定心禪

佛說大乗無量壽莊嚴清净平等覚經 净空敬题

閲微草堂筆記 釋净空敬题

閲微草堂筆記 釋净空敬题

佛說大乗無量壽莊嚴清净平等覚經 （第一册） 净空法師

佛說大乗無量壽莊嚴清净平等覚經 （第二册） 净空法師

佛說大乗無量壽莊嚴清净平等覚經 （第三册） 净空法師

佛說大乗無量壽莊嚴清净平等覚經 （第四册） 净空法師

印度佛教史概說

道敎氣功百問 陳兵

道敎知識百問 盧國龍



印度宗敎哲學百問 姚衞羣

基督敎只是百問 樂峯，文庸

佛敎歷史百問 業露華

佛敎文化百問 何雲

佛敎藝術百問 丁明夷，邢軍

佛敎典籍百問 （宗敎文化叢書5） 方廣錩

佛敎密宗百問 （宗敎文化叢書2） 李冀誠，丁明夷

佛敎禪宗百問 （宗敎文化叢書4） 潘桂明

佛敎氣功百問 （宗敎文化叢書7） 陳兵

牛頭開祖法融大師傳（中國佛教高僧全集62） 趙定耀

牛頭開祖法融大師傳（中國佛教高僧全集62） 趙定耀

大振曹洞宗風本寂大師傳（中國佛教高僧全集66） 項東

佛教文學的開拓者馬鳴大師傳（中國佛教高僧全集38

） 侯傳文

華嚴宗五祖圭峰宗密大師傳（中國佛教高僧全集40） 徐湘靈

天台宗第九祖湛然大師傳（中國佛教高僧全集44） 姜光斗

中國禪宗四祖道信大師傳（中國佛教高僧全集45） 劉蕻

首創江南佛寺康僧會大師傳（中國佛教高僧全集46） 莊輝明

仰山小釋迦仰山慧寂大師傳（中國佛教高僧全集47） 梁歸智

東土天台宗五祖章安大師傳（中國佛教高僧全集49） 黄德昌

東土天台宗三祖慧思大師傳（中國佛教高僧全集50） 朱曉江

五祖黄梅弘忍大師傳（中國佛教高僧全集60） 賈香娟

五祖黄梅弘忍大師傳（中國佛教高僧全集60） 賈香娟

智勇雙全提婆大師傳（中國佛教高僧全集61） 謝銳

智勇雙全提婆大師傳（中國佛教高僧全集61） 謝銳

中國佛教通史（第四卷） 鎌田茂雄

中國佛教通史（第三卷） 鎌田茂雄

中國佛教通史（第二卷） 鎌田茂雄

中國佛教通史（第一卷） 鎌田茂雄

2001年佛學研究論文集：人间佛教

2001年佛學研究論文集：人间佛教

1991年佛學研究論文集：融和

1992年佛學研究論文集：中國歷史上的佛敎問题

1993年佛學研究論文集：佛敎未來前途之開展

1996年佛學研究論文集 1：當代台灣的社會舆宗敎



1996年佛學研究論文集 2：當代宗敎理論的省思

1996年佛學研究論文集 3：當代宗敎的發展趨勢

1996年佛學研究論文集 4：佛敎思想的當代詮釋

1994年佛學研究論文集：佛舆花

1995年佛學研究論文集：佛敎現代化

1980年佛學研究論文集 張曼濤等

1981年佛學研究論文集 程兆熊等

1976年佛學研究論文集 東初長老等

1977年佛學研究論文集 楊白衣等

1978年佛學研究論文集 印顺長老等

1979年佛學研究論文集 霍韜晦等

利器之輪

人身禪（第一集） 方𣏌

人身禪（第二集） 方𣏌

人身禪（第三集） 方𣏌

人身禪（第四集） 方𣏌

人身禪（第五集） 方𣏌

人身禪（第六集） 方𣏌

人身禪（第七集） 方𣏌

人身禪（第八集） 方𣏌

人身禪（第九集） 方𣏌

人身禪（第十集） 方𣏌

弱水三千 （佛教小说集） 簡媜等

悟 （佛教小说集） 孟瑶等

心靈的畫師 陳慧劍

覷紅塵吉高軒题 方𣏌

善財五十三㕘 鄭秀雄

敬告佛子書 慈喜法師

利器之輪

善財五十三㕘 鄭秀雄

佛光禪入門 （佛光禪修䕺書1）

佛敎史年表

八宗𣷣要 凝然大德

眞智慧之門 侯秋東

天台小止觀 永本法師

人间佛教的星雲 - 學者作家心目中的星雲大師 陸鏗

有無之境 - 王陽明哲學的精神 陳来

我看美國人

佛光山印度朝聖專輯 

自在的人生 星雲法師



敬告佛子書 釋慈嘉

感動的世界 （星雲大師的生活智慧）

感動的世界 （星雲大師的生活智慧）

感動的世界 （星雲大師的生活智慧）

佛敎中觀哲學 梶山雄一

淨土十要（下） 澫益大師

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 釋依淳

善财五十三參 鄭秀雄

顿悟的人生 依空法師

生命的活水 （活水讲座2）

心行處滅（千手千眼系列19） 黄文翔

佛敎藝術的傳人 陳清香

禪的智慧 vs 現代管理 蕭武桐

善男子 傅偉勳

善女子 宋雅姿

肯明西汉辭典

精選英漢漢英詞典

遠東國語辭典 張北海

遠東迷你漢英辭典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 佛光山美國西来寺

印光法師文鈔續編（上）

印光法師文鈔續編（下）

漢英佛學大辭典

印光法師文鈔續編（下）

大明三藏法數

聖僧缘詩佰伍首 洪進國居士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三時繋念佛事，大蒙山施食儀规

净土十二詞趙文敏书，六詠詩自書真蹟 白雲憨山大師

觀無量壽佛經圗颂

六祖壇經

金刚經講義 江味農居士

淨土聖賢錄易解卷 1-1

佛光大辭典 1 （1 - 1000）

佛光大辭典 2 （1001 - 2000）

佛光大辭典 3 （2001 - 3036）

佛光大辭典 4 （3037 - 4020）

佛光大辭典 5 （4021 - 5025）

佛光大辭典 6 （5027 - 6004）

佛光大辭典 7 （6005 - 6984）



佛光大辭典 (索引)

易行疾蛮之道

普门字报 （第二十五期 - 2005年1月) ： 

生命的藝術，藝術的生命

普门字报 （第二十六期 - 2005年3月）： 

佛法的詮釋，流布，發展

普门字报 （第二十七期 - 2005年5月）： 

佛教舆现代科学

普门字报 （第二十八期 - 2005年7月） ： 

當东方的佛教舆西方相遇

普门字报 （第二十九期 - 2005年9月） ： 

佛教對生命教育的唘發

普门字报 （第三十期 - 2005年11月） ： 

出世舆入世的融合

普门字报 （第二十九期 - 2005年9月） ： 

佛教對生命教育的唘發

普门字报 （第三十期 - 2005年11月） ： 

出世舆入世的融合

普门字报 （第三十一期 - 2006年1月） ： 

佛教史上的主流舆非主流

普门字报 （第三十二期 - 2006年3月） ： 

論佛教攝受力的開展

普门字报 （第三十二期 - 2006年3月） ： 

論佛教攝受力的開展

普门字报 （第三十三期 - 2006年5月） ： 

論身心環保舆淨化

普门字报 （第三十三期 - 2006年5月） ： 

論身心環保舆淨化

普门字报 （第三十四期 - 2006年7月） ： 佛教舆政治

普门字报 （第三十四期 - 2006年7月） ： 佛教舆政治

普门字报 （第三十五期 - 2006年9月） ： 佛教舆藝術

普门字报 （第三十六期 - 2006年11月） ： 

佛教舆文學

普门字报 （第三十七期 - 2007年1月） ： 

佛教信仰舆社會教化

普门字报 （第三十七期 - 2007年1月） ： 

佛教信仰舆社會教化



普门字报 （第三十八期 - 2007年3月） ： 法的思辨

普门字报 （第三十九期 - 2007年5月） ： 

佛教舆民間宗教

普门字报 （第四十期 - 2007年7月） ： 

星雲大師舆人间佛教

普门字报 （第四十一期 - 2007年9月） ： 佛教舆經濟

普门字报 （第四十二期 - 2007年11月） ： 

佛教對世间價値的唘示

普门字报 （第四十七期 - 2008年9月） ： 

二十世纪佛教文選 （比丘篇之二）

普门字报 （第六期 - 2001年11月) 

普门字报 （第六期 - 2001年11月) 

普门字报 （第六期 - 2001年11月) 

普门字报 （第六期 - 2001年11月) 

普门字报 （第六期 - 2001年11月) 

普门字报 （第六期 - 2001年11月) 

普门字报 （ 2002年1月)  ： 讀後感

普门字报 （第七期 - 2002年1月) 

普门字报 （第八期 - 2002年3月) 

普门字报 （第八期 - 2002年3月) 

普门字报 （第九期 - 2002年5月) 

普门字报 （第十期 - 2002年7月) 

普门字报 （第十期 - 2002年7月) 

普门字报 （第十一期 - 2002年9月) 

普门字报 （第十二期 - 2002年11月) 

普门字报 ： 2003年讀後感

普门字报 （第二十三期 - 2004年9月) 

普门字报 （第二十一期 - 2004年5月) 

普门字报 （第二十期 - 2004年3月) 

普门字报 （第十九期 - 2004年1月) 

普门字报 （ 2003年1月)  ： 讀後感

普门字报 （第十三期 - 2003年1月) 

普门字报 （第十四期 - 2003年3月) 

普门字报 （第十五期 - 2003年5月) 

普门字报 （第十六期 - 2003年7月) 

普门字报 （第十七期 - 2003年9月) 

普门字报 （第十八期 - 2003年11月) 

普门字报 （第一期 - 2001年1月) 

普门字报 （第一期 - 2001年1月) 



普门字报 （第一期 - 2001年1月) 

普门字报 （第一期 - 2001年1月) 

普门字报 （第一期 - 2001年1月) 

普门字报 （第二期 - 2001年3月) 

普门字报 （第二期 - 2001年3月) 

普门字报 （第二期 - 2001年3月) 

普门字报 （第二期 - 2001年3月) 

普门字报 （第二期 - 2001年3月) 

普门字报 （第三期 - 2001年5月) 

普门字报 （第三期 - 2001年5月) 

普门字报 （第三期 - 2001年5月) 

普门字报 （第三期 - 2001年5月) 

普门字报 （第四期 - 2001年7月) 

普门字报 （第四期 - 2001年7月) 

普门字报 （第四期 - 2001年7月) 

普门字报 （第四期 - 2001年7月) 

普门字报 （第四期 - 2001年7月) 

普门字报 （第五期 - 2001年9月) 

普门字报 （第五期 - 2001年9月) 

普门字报 （第五期 - 2001年9月) 

佛心慧語 慧律法師

佛經寓言精選 謝希堯

火宅清涼 - 中國佛教藝術之旅 釋聖嚴

是你，製造了天氣 - 全球暖化危機

禪門修證 （禪门三要3） 聖嚴法師

覺者的生涯 賈雅瑟纳。嘉亞闊提亞

佛陀的幸福課 湯瑪士。培恩博士

法的社會主義 佛使比丘

無我 佛使比丘

生命之囚 佛使比丘

解脱自在園十年 佛使比丘

禪修的經歷舆體驗 張玄祥

頑石舆飛鳥 陳宏

頑石舆飛鳥 陳宏

從無我空到達解脱 慧廣法師

以有情覺有情 林清玄

煩惱平息 林清玄

高僧舆高論 虚雲法師

終的智慧（二） 爱華

禪門語錄300篇 廖閱鵬



禪門語錄300篇 廖閱鵬

舆心對話 依昱法師

鏡子 圓性

佛牙舍利 釋依空

從世界的起源到世界的還滅 （佛光小叢書25）

佛教的财富觀 （佛光小叢書14）

佛敎婦女的故事 （佛光小叢書）

佛敎對行為的看法 （佛光小叢書44）

佛敎的政治觀 （佛光小叢書39）

文人舆禪合刊 - 從六祖禪經說到禪宗敎學的特質 星雲大師

《佛敎》叢書 - 八大人覺経 星雲大師

《佛敎》叢書 - 八大人覺経 星雲大師

《佛敎》叢書 - 八大人覺経 星雲大師

《佛敎》叢書 - 八大人覺経 星雲大師

《佛敎》叢書 - 經典四十二章經 星雲大師

《佛敎》叢書 - 教理怎様做一個佛教徒 星雲大師

《佛敎》叢書 - 妙法蓮華經 星雲大師

雄辯破邪魔 吉藏大師

般若人生路 韋琪

情到深處人孤獨 黄威南

生命之光周大觀 宋芳绮

在家菩薩戒本釋義 智銘居士

坐者何人 - 李蕭錕禪書公案

坐者何人 - 李蕭錕禪書公案

坐者何人 - 李蕭錕禪書公案

坐者何人 - 李蕭錕禪書公案

我所看见的未來 嚴長壽

揭開前世輪迴之謎 卡洛斯。马丁

清心舆自在 - 佛法的心理學分析 鄭石岩

優游任運過生活 - 

從佛法中汲取積極開朗的生活態度舆智慧 鄭石岩

愛，在苦難之後 趙翠慧

愛，在苦難之後 趙翠慧

人間天堂 依品凡

佛教信仰的好處 江啓超居士

學佛是怎麽一回事

一夢漫言（全） 寶華山見月律師

生命的重建 露薏𢇁。海

生命的重建 露薏𢇁。海



甚深禪定 洪啓嵩

甚深禪定 洪啓嵩

佛家智慧99 - 自我醒覺，尋找生命的眞諦 志村武

佛家智慧99 - 自我醒覺，尋找生命的眞諦 志村武

佛經寓言100

佛經寓言100

應變的教育 鄭石岩

人生路這麼走 鄭石岩

無常有效面對生活 鄭石岩

精神體操 鄭石岩

佛光山开山三十週年紀錄影片

佛光山開山30週年纪念特刊

佛光山開山30週年纪念特刊

佛光山開山30週年纪念特刊

佛光山開山30週年纪念特刊

佛光山開山廿週年纪念特刊

佛光山開山30週年纪念特刊

新原人季刊 - 星空香雲海會

雲水三千 - 星雲大師弘法50年纪念影像專輯

雲水三千 - 星雲大師弘法50年纪念影像專輯

2010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特刊

1998 

年特刊：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第七次會員代表大會

星雲大師滿地可弘法大會1998  - 美化人生

第七次世界會員代表大會會議手册

1998國際佛光金剛會議特刊

國際佛光會第七次世界會員代表大會

佛光山西来寺－建寺十週年特刊

1998年印度菩提伽耶國際三壇大戒戒會特刊

佛教聖歌集

世界顯密佛學會議實録

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十六届大會佛光山美國西来寺落

成典禮纪念特刊

2008 佛教外语交流会文集

美國佛光出版社佛光山國際翻譯中心圖書目録

名人證言録 - 記“把心找回来”系列活動

921 國際佛光會震災實録

國際佛光會會員手册

國際佛光會會員手册

國際佛光會會員手册



佛教對素食問题的看法

佛教對素食問题的看法

如何修持佛法

如何修持佛法

佛教對身心疾病的看法

佛教對身心疾病的看法

佛教對身心疾病的看法

佛教對身心疾病的看法

禪的眞諦

禪的眞諦

偉大的佛陀

偉大的佛陀

佛教舆音樂

從金剛經說到般若空性的研究

佛敎青年的展望

從教學守道談到禪宗的特色

佛教對素食問题的看法

從六组壇經談到禪宗教學的特質 星雲大師

佛教的慈悲主義 星雲大師

論鬼的形象 星雲大師

從金剛經說到般若空性的研究 星雲大師

佛教對素食問题的看法

 佛教對女性問题的看法

 佛教對女性問题的看法

 佛教對女性問题的看法

 佛教對女性問题的看法

人死亡之後的生命怎麽様

人死亡之後的生命怎麽様

人死亡之後的生命怎麽様

人死亡之後的生命怎麽様

從六组壇經談到禪宗教學的特質 星雲大師

佛教對知見的看法 星雲大師

佛教對時空的看法 星雲大師

從入世的生活說到佛教出世的生活 星雲大師

佛教舆生活（二） 星雲大師

慈悲愛心人講習手册

佛教舆生活（一） 星雲大師

人間佛敎的基本思想 星雲大師

佛敎對輪迴的看法

佛教對因缘的看法 星雲大師



大藏經 - 第1册 （阿舍部一）

大藏經 - 第2册 （阿舍部二）

大藏經 - 第3册 （本缘部上）

大藏經 - 第4册 （本缘部下）

大藏經 - 第5册 （般若部一）

大藏經 - 第6册 （般若部二）

大藏經 - 第7册 （般若部三）

大藏經 - 第8册 （般若部四）

大藏經 - 第9册 （法華部全，華嚴部上）

大藏經 - 第10册 （華嚴部下）

大藏經 - 第11册 （寶積部上）

大藏經 - 第12册 （寶積部下，涅槃部全）

大藏經 - 第13册 （大集部全）

大藏經 - 第14册 （經集部一）

大藏經 - 第15册 （經集部二）

大藏經 - 第16册 （經集部三）

大藏經 - 第17册 （經集部四）

大藏經 - 第18册 （密教部一）

大藏經 - 第19册 （密教部二）

大藏經 - 第20册 （密教部三）

大藏經 - 第21册 （密教部四）

大藏經 - 第22册 （律部一）

大藏經 - 第23册 （律部二）

大藏經 - 第24册 （律部三）

大藏經 - 第25册 （釋經論部上）

大藏經 - 第26册 （釋經論部下，毘曇部一）

大藏經 - 第27册 （毘曇部二）

大藏經 - 第28册 （毘曇部三）

大藏經 - 第29册 （毘曇部四）

大藏經 - 第30册 （中觀部全，瑜伽部上）

大藏經 - 第31册 （瑜伽部下）

大藏經 - 第32册 （論集部全）

大藏經 - 第33册 （經疏部一）

大藏經 - 第34册 （經疏部二）

大藏經 - 第35册 （經疏部三）

大藏經 - 第36册 （經疏部四）

大藏經 - 第37册 （經疏部五）

大藏經 - 第38册 （經疏部六）

大藏經 - 第39册 （經疏部七）

大藏經 - 第40册 （律疏部全，論疏部一）



大藏經 - 第41册 （論疏部二）

大藏經 - 第42册 （論疏部三）

大藏經 - 第43册 （論疏部四）

大藏經 - 第44册 （論疏部五，諸宗部一）

大藏經 - 第45册 （諸宗部二）

大藏經 - 第46册 （諸宗部三）

大藏經 - 第47册 （諸宗部四）

大藏經 - 第48册 （諸宗部五）

大藏經 - 第49册 （史傅部一）

大藏經 - 第50册 （史傅部二）

大藏經 - 第51册 （史傅部三）

大藏經 - 第52册 （史傅部四）

大藏經 - 第53册 （事𢑥部上）

大藏經 - 第54册 （事𢑥部下，外教部全）

大藏經 - 第55册 （目録部全）

大藏經 - 第56册 （續經疏部一）

大藏經 - 第57册 （續經疏部二）

大藏經 - 第58册 （續經疏部三）

大藏經 - 第59册 （續經疏部四）

大藏經 - 第60册 （續經疏部五）

大藏經 - 第61册 （續經疏部六）

大藏經 - 第62册 （續律疏部全）

大藏經 - 第63册 （續論疏部一）

大藏經 - 第64册 （續論疏部二）

大藏經 - 第65册 （續論疏部三）

大藏經 - 第66册 （續論疏部四）

大藏經 - 第67册 （續論疏部五）

大藏經 - 第68册 （續論疏部六）

大藏經 - 第69册 （續論疏部七）

大藏經 - 第70册 （續論疏部八，續諸宗部一）

大藏經 - 第71册 （續諸宗部二）

大藏經 - 第72册 （續諸宗部三）

大藏經 - 第73册 （續諸宗部四）

大藏經 - 第74册 （續諸宗部五）

大藏經 - 第75册 （續諸宗部六）

大藏經 - 第76册 （續諸宗部七）

大藏經 - 第77册 （續諸宗部八）

大藏經 - 第78册 （續諸宗部九）

大藏經 - 第79册 （續諸宗部十）

大藏經 - 第80册 （續諸宗部十一）



大藏經 - 第81册 （續諸宗部十二）

大藏經 - 第82册 （續諸宗部十三）

大藏經 - 第83册 （續諸宗部十四）

大藏經 - 第84册 （續諸宗部十五，悉曇部全）

大藏經 - 第85册 （吉逸部全，疑似部全，神會語錄）

法寶總目録 - 第1册

法寶總目録 - 第1册

法寶總目録 - 第2册

法寶總目録 - 第2册

法寶總目録 - 第3册

法寶總目録 - 第3册

大般若経（一）

大般若経（二）

大般若経（三）

大般若経（四）

大般若経（五）

大般若経（六）

大般若経（七）

大般若経（八）

大般若経（九）

大般若経（十）

華嚴經疏鈔（卷一 - 卷八）

華嚴經疏鈔（卷九 - 卷十五）

華嚴經疏鈔（卷十六 - 卷二十二）

華嚴經疏鈔（卷二十三 - 卷三十一）

華嚴經疏鈔（卷三十二 - 卷三十八）

華嚴經疏鈔（卷三十九 - 卷四十五）

華嚴經疏鈔（卷四十六 - 卷五十二）

華嚴經疏鈔（卷五十三 - 卷六十）

華嚴經疏鈔（卷六十一 - 卷六十九）

華嚴經疏鈔（卷七十 - 卷七十六）

華嚴經疏鈔（卷七十七 - 卷八十）

華嚴經疏鈔（附録）

瑜伽師地論

楞伽經

大乘妙法蓮華經

妙法蓮華經如來壽量品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卷上）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卷中）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卷下）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華嚴經

大乘妙法蓮華經

天台藏妙法蓮華經玄義

法華經教釋 太虚大師

大方廣佛華嚴経 - 第一册（卷一 ～ 卷十一）

大方廣佛華嚴経 - 第二册（卷十二 ～ 卷二十五）

大方廣佛華嚴経 - 第三册（卷二十六 ～ 卷三十九）

大方廣佛華嚴経 - 第四册（卷四十 ～ 卷五十五）

大方廣佛華嚴経 - 第五册（卷五十六 ～ 卷六十八）

大方廣佛華嚴経 - 第六册（卷六十九 ～ 卷八十二）

法華三經（妙法蓮華經，觀普賢菩薩行法經，無量義

經）

大乘妙法蓮華經（全）

法華三經（妙法蓮華經，觀普賢菩薩行法經，無量義

經）

大佛頂首楞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序淺釋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上）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下）

大方廣佛華嚴經 - 八十華嚴（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 - 八十華嚴（二）

大方廣佛華嚴經 - 八十華嚴（三）

大方廣佛華嚴經 - 八十華嚴（四）

大方廣佛華嚴經 - 八十華嚴（五）

大佛頂首楞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 - 八十華嚴（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 - 八十華嚴（二）

大方廣佛華嚴經 - 八十華嚴（三）

大方廣佛華嚴經 - 八十華嚴（四）

大方廣佛華嚴經 - 八十華嚴（五）

妙雲集上編之一 ： 般若經講記（1）

妙雲集上編之一 ： 般若經講記（1）

妙雲集上編之二 ： 寶積經講記（2）

妙雲集上編之二 ： 寶積經講記（2）

妙雲集上編之二 ： 寶積經講記（2）



妙雲集上編之三 ： 勝䰋經講記（3）

妙雲集上編之三 ： 勝䰋經講記（3）

妙雲集上編之四 ： 藥師經講記（4）

妙雲集上編之四 ： 藥師經講記（4）

妙雲集上編之五 ： 中觀論颂講記（5）

妙雲集上編之五 ： 中觀論颂講記（5）

妙雲集上編之六 ： 摄大乘論講記（6）

妙雲集上編之六 ： 摄大乘論講記（6）

妙雲集上編之七 ： 大乘起信論講記（7）

妙雲集上編之七 ： 大乘起信論講記（7）

妙雲集中編之一 ： 佛法概論（8）

妙雲集中編之一 ： 佛法概論（8）

妙雲集中編之二 ： 中觀今論（9）

妙雲集中編之二 ： 中觀今論（9）

妙雲集中編之三 ： 唯識學探源（10）

妙雲集中編之三 ： 唯識學探源（10）

妙雲集中編之四 ： 性空學探源（11）

妙雲集中編之四 ： 性空學探源（11）

妙雲集中編之五 ： 成佛之道（12）

妙雲集中編之六 ： 大虚大師年譜（13）

妙雲集下編之一 ： 佛在人間（14）

妙雲集下編之二： 學佛三要（15）

妙雲集下編之三： 以佛法研究佛法（16）

妙雲集下編之四： 淨土舆禪（17）

妙雲集下編之五： 青年的佛教（18）

妙雲集下編之六： 我之宗教觀（19）

妙雲集下編之七： 無諍之辯（20）

妙雲集下編之八： 教制教典舆教學（21）

妙雲集下編之九： 佛教史地考論（22）

妙雲集下編之十： 華雨香雲（23）

妙雲集下編之十一：佛法是救世之光（24）

南山律在家備覧

律學講録卅三種合訂本

南山律學辭典（上册）

南山律學辭典（下册）

南山律學辭典（索引附錄）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1）- 

中国佛性论，自相与二谛有无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1）- 

中国佛性论，自相与二谛有无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2）- 

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六祖惠能的生平和思想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2）- 

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六祖惠能的生平和思想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3）- 

宋代禅宗史论，汉魏两晋禅学研究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4）- 

摩诃止观之‘圆顿义’，佛教的般若思想及其在中国的

发展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4）- 

摩诃止观之‘圆顿义’，佛教的般若思想及其在中国的

发展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5）- 

太虚之唯识学研究，智顗佛教哲学述评，慧远大乘义

章佛学思想研究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5）- 

太虚之唯识学研究，智顗佛教哲学述评，慧远大乘义

章佛学思想研究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6）- 中土前期禅学思想研究， 

宗杲思想研究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6）- 中土前期禅学思想研究， 

宗杲思想研究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7）- 

体用简别与佛旨真诠，唯识思想与晚明唯识学研究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8）- 

出世、入世与契理契机，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与融合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9）- 李通玄佛学思想述评， 

善导净土思想述评， 印光法师净土思想及其时代特色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10）- 

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佛教的护教辩论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11）- 缘起论的基本问题， 

原始佛教缘起论研究，说一切有部的哲学思想探索，

试论佛学对中国本体学说的发展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12）- 心性与佛性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13）- 日莲论， 

试论清净道论的禅法，佛教苦乐观与慈悲观综论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14）- 

智顗思想与宗派佛教的兴起， 

智顗观心论思想述评，智顗三谛思想研究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15）- 烦恼即菩提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16）- 

智圆佛学思想研究，隋唐佛学圆融思想研究，论隋唐

佛教中的圆融思维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17）- 宗密的融合论思想研究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18）- 

澄观佛学思想研究，澄观及其佛学思想，华严五教章

哲学思想述评，宗密判宗说研究，华严宗祖法藏及其

思想，宗密的华严禅，宗密禅教一致论与三教一致论

探析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19）- 

肇论通解及研究，论僧肇哲学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20）- 

般若与老庄，从三论玄义看吉藏的中道思想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91）- 

天台宗性具圆教之研究，天台“性恶”思想之义涵与辨

正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92）- 天台判教论等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91）- 

天台宗性具圆教之研究，天台“性恶”思想之义涵与辨

正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92）- 天台判教论等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93）-  

华严“法界缘起观”的思想探源，本生经的起源及其开

展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93）-  

华严“法界缘起观”的思想探源，本生经的起源及其开

展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94）- 唐初法相宗思想之转变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94）- 唐初法相宗思想之转变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95）-

憨山禅学之研究，竺道生顿悟思想之研究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96）- 

宗密教禅一致思想之形成与影响，东山法门之渊源及

其影响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97）- 

善导思想之研究，性具与性起思想之比较研究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98）- 戒律学原理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99）- 

慧远、僧肇圣人学研究，僧肇之物性论，僧肇《物不

迁论》思想研究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100）- 

魏晋佛学格义问题的考察，世亲与普特南对实在论的

批判等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目録，索引）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1）- 六祖坛经研究论集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2）- 禅学论文集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3）- 禅学论文集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4）- 禅宗史实考辨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5）- 汉魏两晋南北朝篇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6）- 隋唐五代篇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7）- 宋辽金元篇【上】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 玄奘大师研究【上】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9）- 佛教经济研究论集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10）- 大藏经研究汇编 【上】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11）- 

四十二章经与牟子理惑论考辨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12）- 禅宗典籍研究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13）- 汉魏两晋南北朝篇【下】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14）- 宋辽金元篇【下】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15）- 明清佛教史篇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16）- 玄奘大师研究【下】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17）- 大藏经研究汇编【下】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18）- 佛教与中国文化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19）- 佛教与中国文学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20）- 佛教艺术论集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21）- 佛教逻辑和辩证法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22）- 俱舍论研究【上】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23）- 唯识学概论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24）- 唯识学的发展与传承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25）- 唯识思想论集【1】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26）- 唯识思想论集【2】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27）- 唯识思想今论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28）- 唯识问题研究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29）- 唯识典籍研究【1】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30）- 唯识典籍研究【2】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31）- 中国佛教的特质与宗派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32）- 华严学概论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33）- 华严思想论集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34）- 华严宗之判教及其发展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35）- 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考辨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36）- 佛教哲学思想论集【1】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37）- 佛教哲学思想论集【2】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38）- 佛典翻译史论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39） 中国佛教通史论述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40）- 佛教目录学述要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41）- 佛学研究方法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42）- 佛教逻辑之发展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43）- 唯识思想论集【3】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44）- 华严典籍研究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45）- 般若思想研究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46）- 中观思想论集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47）- 三论宗之发展及其思想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48）- 三论典籍研究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49）- 佛教人物史话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50）- 佛中国佛教史学史论集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51）- 俱舍论研究【下】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52）- 禅宗思想与历史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53）- 佛教根本问题研究【1】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54）- 佛教根本问题研究【2】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55）- 天台学概论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56）- 天台宗之判教与发展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57）- 天台思想论集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58）- 天台典籍研究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59）- 中国佛教寺塔史志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60）- 佛典译述及著录考略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61）- 佛教与政治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62）- 佛教与人生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63）- 佛教与科学·哲学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64）- 净土宗概论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65）- 净土宗史论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66）- 净土宗思想论集【1】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67）- 净土思想论集【2】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68）- 净土典籍研究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69）- 弥勒净土与菩萨行研究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70）- 佛教各宗比较研究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71）- 密宗论概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72）- 密宗教史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73）- 密宗思想论集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74）- 密宗仪轨与图式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75）- 西藏佛教【1】概述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76）- 西藏佛教【2】历史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77）- 西藏佛教教义论集【1】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78）- 西藏佛教教义论集【2】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79）- 汉藏佛教关系研究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0）- 西域佛教研究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1）- 中日佛教关系研究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2）- 日韩佛教研究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3）- 东南亚佛教研究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4）- 欧美佛教之发展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5）- 现代世界的佛教学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6）- 民国佛教篇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7）- 台湾佛教篇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8）- 律宗概述及其成立与发展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9）- 律宗思想论集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90）- 佛教与中国思想及社会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91）- 经典研究论集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92）- 印度佛教概述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93）- 印度佛教史论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94）- 原始佛教研究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95）- 部派佛教与啊毗达磨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96）- 唯识学的论师与论典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97）- 佛灭纪年论考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98）- 大乘佛教之发展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99）- 大乘佛教的问题研究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100）- 佛教文史杂考

諦觀續集經釋（一）：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講記

諦觀續集經釋（二）：藥師經講記

諦觀續集經釋（三）：彌勒大成佛經講記



諦觀續集經釋（四）：勝䰋經講記

諦觀續集律釋（一）：昆尼日用切要講記

諦觀續集論釋（一）：成佛之道偈頌講記【上】

諦觀續集論釋（一）：成佛之道偈頌講記【下】

諦觀續集論釋（二）：慈悲三昩水懺講記

諦觀續集雜說（一）：一個凡愚僧的自白

諦觀續集雜說（二）：業及依業而有的輪迴，三寶歌

解說

諦觀續集雜說（三）：慶悼雜說集【上】

諦觀續集雜說（四）：慶悼雜說集【下】

諦觀全集經釋（一）：佛说十善业道经、佛说八大人

觉经讲记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二）：大宝积妙慧童女经讲记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三）：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讲记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四）：维摩诘所说经讲记【上】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五）：维摩诘所说经讲记【下】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六）：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讲记、心经

十二讲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七）：解深密经语体释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八）：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讲记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九）：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记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十）：梵网经菩萨戒本讲记，附：八

关斋戒十讲【上】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十一）：梵网经菩萨戒本讲记，附：

八关斋戒十讲【下】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十二）：俱舍论颂讲记【上】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十三）：俱舍论颂讲记【中】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十四）：俱舍论颂讲记【下】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十五）：唯识二十颂，八识规矩颂讲

记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十六）：入中论颂讲记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十七）：成唯识论讲记【1】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十八）：成唯识论讲记【2】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十九）：成唯识论讲记【3】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二十）：成唯识论讲记【4】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二十一）：成唯识论讲记【5】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二十二）：异部宗轮论语体释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二十三）：劝发菩提心文讲记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二十四）：大乘佛教思想论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二十五）：小乘佛教思想论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二十六）：天台性具思想论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二十七）：佛教的缘起观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二十八）：唯识法相及其思想演变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二十九）：印度部派佛教思想观、人

间佛陀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三十）：南天游化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三十一）：法雨偏施集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三十二）：狮城演说集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三十三）：庆悼杂说集【上】 演培法师

諦觀全集經釋（三十四）：庆悼杂说集【下】 演培法师

諦觀續集經釋（一）：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講記

諦觀續集經釋（二）：藥師經講記

諦觀續集經釋（三）：彌勒大成佛經講記

諦觀續集經釋（四）：勝䰋經講記

諦觀續集律釋（一）：昆尼日用切要講記

諦觀續集論釋（一）：成佛之道偈頌講記【上】

諦觀續集論釋（一）：成佛之道偈頌講記【下】

諦觀續集論釋（二）：慈悲三昩水懺講記

諦觀續集雜說（一）：一個凡愚僧的自白

諦觀續集雜說（二）：業及依業而有的輪迴，三寶歌

解說

諦觀續集雜說（三）：慶悼雜說集【上】

諦觀續集雜說（四）：慶悼雜說集【下】

大智度論 第六册 - 卷五十一之六十

大智度論 第七册 - 卷六十一之七十

大智度論 第八册 - 卷七十一之八十

大智度論 第九册 - 卷八十一之九十

大智度論 第十册 - 卷九十一之一百

從六祖壇經說到禪宗敎學的特質 星雲大師

佛敎的道德觀 星雲大師

佛敎對心識的看法 星雲大師

佛敎對因缘的看法 星雲大師

佛敎對行為的看法 星雲大師

佛光山靈感録（22）

佛光山靈感録（22）

淨土思想舆現代生活（一） 星雲大師

淨土思想舆現代生活（三） 星雲大師

偉大的佛陀 星雲大師

身心安住的家園 星雲大師

談迷說悟 星雲大師



說夢的神奇 星雲大師

談天說地 星雲大師

行為平坦的道路 星雲大師

阿羅漢的宗敎體驗 星雲大師

談空說有 星雲大師

佛陀的宗敎體驗 星雲大師

叢林的敎育法 星雲大師

從世界的起源到世界的還滅 星雲大師

從世界的起源到世界的還滅 星雲大師

從世界的起源到世界的還滅 星雲大師

禪師舆禪詩 星雲大師

禪師舆禪詩 星雲大師

禪者的雲游舆參訪 星雲大師

生命昇華的世界 星雲大師

佛敎奇人譚 星雲大師

佛敎奇理譚 星雲大師

人間佛敎的基本思想 星雲大師

佛敎奇事譚 星雲大師

佛敎现代化 星雲大師

佛敎的未来觀 星雲大師

佛敎青年的展望 星雲大師

佛敎對【安樂死】的看法 星雲大師

維摩詰所說經

維摩詰所說經

維摩詰所說經

維摩詰所說經

維摩詰所說經

維摩詰所說經

維摩詰所說經

維摩詰所說經

維摩詰所說經

維摩詰所說經

地藏菩薩本願經

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

地藏三經

菩提道次第略論釋【上】

菩提道次第略論釋【下】

菩提道次第略論釋【下】

菩提道次第略論釋【上】

菩提道次第廣論釋【上】



菩提道次第廣論釋【下】

菩提道次第廣論釋【下】

律宗概論

經三十氏釋

佛学要選

百論疏

兩漢晉魏南北朝佛教史【上】 湯用彤

兩漢晉魏南北朝佛教史【下】 湯用彤

隋唐佛教史稿 湯用彤

理學，佛學，印度學 湯用彤

印度哲學史略【上】 湯用彤

校點高僧傳【下】 湯用彤

校點高僧傳【上】 湯用彤

印度哲學史略【下】 湯用彤

晉魏玄學 湯用彤

餖飣札記【上】 湯用彤

餖飣札記【下】 湯用彤

西方哲學講義 湯用彤

中國佛教百科叢書（1）：經典卷 陳士强

中國佛教百科叢書（3）：歷史卷 麻天祥，董群，潘桂明

中國佛教百科叢書（4）：宗派卷 潘桂明

中國佛教百科叢書（4）：宗派卷 潘桂明

中國佛教百科叢書（5）：人物卷 董群

中國佛教百科叢書（7）：詩偈卷 張宏生

中國佛教百科叢書（8）：書畫卷 章利國

中國佛教百科叢書（9）：建築卷 蕭玥，鲍家聲

中國佛教百科叢書（10）：雕塑卷 劉道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