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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佛教史料採訪記

分豐富。該館通過網上利用、檔案閱

覽、舉辦展覽、史料出版等多種途徑，

提供社會各界參考利用。近年來，該

館不斷投入資訊化，截至2008年底，

有近80萬條紀錄及180萬頁檔案原件，

可在網上檢索、閱覽，已數位化紙質檔

案88餘萬卷，計2,700餘萬頁，約佔館

藏紙質檔案的47.43%。
1
北京市檔案館

1 「北京市檔案館館藏介紹」，網址：http://
www.bjma.org.cn/Index/dajg/bjsdajg.
ycs。

歷史研究，首重資料，實地採訪，

是蒐集資料的必要手段。近年來個人因

研究佛教史，亟思到北京地區採訪研究

所需相關史料。此次得以成行，倍感欣

幸，惟因時間有限，走訪前即設定以北

京市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

究所及世界宗教研究所為重點單位，

前往蒐集與「民國時期的寺院經濟」

（1912-1949）有關的史料，時間上若

有餘裕，再參訪相關寺院、圖書館及展

覽館。以下謹就個人在2009年8月25日

至9月11日間，進行採集、查訪、觀察所

得，略加敘述如下。

一、北京市檔案館

在2000年秋，個人前往北京參加

「近代中國與世界：第二屆近代中國與

世界學術研討會」時，曾抽空前往北京

市檔案館，當時在閱覽室翻閱目錄，就

發現有不少與佛教相關之史料，但因當

時時間匆促，無暇調閱；往後幾年，也

無緣前往查看。事隔多年，方償宿願。

北京市檔案館館藏190萬卷（冊），

排架長度1萬多米，包括紙質、錄音、

錄影、影片、照片等各種載體，內容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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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分為如下單位：綜合研究處、市

直單位業務處、區縣業務處、法規處、

科研教育處、資訊化處、網路管理處、

收集處、整理編目處、技術複製處、技

術保護處、保管處、利用處、檔案文獻

編研部、《北京檔案史料》編輯部、展

覽陳列處、行政管理處、設備處、保衛

處、人事處、機關黨委、機關工會。
2
由

2 北京市檔案館各單位工作分配如下：1.綜合研
究處：負責調研、全市檔案事業規劃起草，檔

案宣傳、統計、資訊，以及檔案理論和政策

研究；2.市直單位業務處：負責市級機關、團
體、企業、事業單位及其他組織檔案業務之監

督與指導；3.區縣業務處：負責區縣檔案業務
監督和指導；4法規處：負責組織、執行檔案
法規並監督、檢查執行情況，依法查處檔案方

面的違法行為和案件，研究制訂有關檔案工作

規定和標準，並組織實施和推廣；4.科研教育
處：負責全市檔案科研管理和業務指導，以及

檔案教育培訓管理和業務指導和檔案專業技

術職務任職資格之評審；5.資訊化處：負責全
市及局（館）檔案資訊化規劃、標準和規範

性檔案調研起草，以及檔案資訊化監督和指

導工作；6.網路管理處：負責局（館）網路建
設、運行、維護和管理，以及北京市檔案資訊

網站及子功能系統建設及維護和管理；7.收集
處：負責移交單位檔案資料的接收和社會珍貴

檔案資料的徵集；8.整理編目處：負責館藏檔
案資料的整理、鑑定，以及館藏檔案資料和進

館政府公開資訊檢索體系之建立；9.技術複製
處：負責館藏檔案資料縮微和數位化，以及市

級主要領導重要活動音像資料錄製；10.技術
保護處：負責檔案庫房溫濕度監測指導和檔案

庫房各項防範技術，以及破損檔案修復工作；

11.保管處：負責檔案庫房管理工作；12.利用
處：負責館藏檔案資料利用服務，以及政府資

訊公開查閱接待服務；13.檔案文獻編研部：
負責館藏檔案文獻研究、學術交流，以及檔案

文獻編輯規劃起草和編輯出版發行、檔案文化

遺產工程申報等工作；14.《北京檔案史料》
編輯部：負責館藏檔案史料研究，以及《北京

檔案史料》、《檔案摘報》之編輯規劃起草、

出版發行；15.展覽陳列處：負責館藏檔案資

其建置，可知其規模之一二。值得留意

的是，北京市檔案館另轄有下列區縣檔

案局館：東城、西城、崇文、宣武、朝

陽、海澱、豐台、石景山、房山、門頭

溝、昌平、通州、順義、懷柔、大興、

平谷等區檔案館，及密雲、延慶兩個縣

檔案館。
3
由這些下轄檔案館之設置，可

見中國大陸當局對檔案事業之用心。

筆者前往閱覽前夕，住宿王府井大

街漢庭酒店，巧遇政治大學歷史系劉維

開教授及成功大學歷史系林德政教授，

他們也正在北京市檔案館看資料。作為

近代史研究者，勤跑各地檔案館是基本

功夫，因唯有掌握一手原始資料，才能

深入研究論題。經他們兩位教授指引，

得知該檔案館對外開放情況及相關規

定，依北京市檔案館規定，欲前往利用

者，得持有「有關主管部門或接待單位

介紹信」及個人證件，所以個人在前往

料研究和籌辦展覽，及市檔案館愛國主義教育

基地工作、檔案資料展覽成果的轉化和開發；

16.行政管理處：負責局（館）後勤保障工作；
17.設備處：負責局（館）各類設備維護工作；
18.保衛處：負責局（館）消防、治安保衛工
作；19.人事處：負責局（館）和所屬事業單位
機構設置，及人員調配、錄用、培訓、考核、

獎懲、工資、任免、退休手續的辦理和幹部資

訊和人事檔案管理工作；20.機關黨委：負責
機關內黨的建設工作；21.機關工會：負責機
關工會工作。「北京市檔案館機構設置」，網

址：http://www.bjma.org.cn/Index/dajg/
bjsdajg/bjsdajgdd.ycs?GUID=1748。

3 網址：http://www.bjma.org.cn/dafw.y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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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就先到近代史研究所科研處，請

侯中軍先生幫忙開了一份介紹函。

北京市檔案館在提供讀者使用上，

十分便利，開放時間為每星期一至星期

五8：45-16：45（中午不休館，且有

幫忙代訂午餐之服務），假日查檔者可

以提前向利用處預約。北京市檔案館典

藏檔案目錄，基本上均已完成，檢索十

分方便。值得稱述的是，在檔案的提調

上十分快速，提調之檔案，略有兩種不

同類型：一是經過「數字（位）化」的

檔案，這部分可以直接在電腦銀幕上閱

讀；另一是未經過「數字（位）化」的

紙質檔案，這部分得看原件，當讀者還

未看完「數字（位）化」部分之前，紙

質檔案早已調出，不會有讓讀者等待很

久看不到檔案的情況，難怪劉維開教授

說：「比你們國史館還方便！」北京市

檔案館典藏相當多民國時期的檔案，有

意研究者可前往調閱；在複印檔案上，

檔案館有一定之收費標準，欲前往利用

者可自行留意。
4

4 北京市檔案館利用檔案收費專案與標準：一、

檔案保護費：（一）利用一般檔案進行複製，

需交納檔案保護費：1.紙質檔案：清代以前
（含清代）：1元/頁，民國時期：0.8元/頁，
革命歷史：0.8元/頁，建國後：0.5元/頁。2.音

北京市檔案館入口處 侯坤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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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檔案館典藏有關佛教的檔

案，主要是以1949年之前為大宗，恰與

個人此行蒐集「民國時期的寺院經濟」

（1912-1949）所需相符，1949年以後

與佛教相關的「共和國檔案」僅有5卷。

1949年以前與佛教相關的檔案，計283

卷，經過近十天的閱覽與抄錄，與個人

研究主題相關資料，如有關：柏林寺僧

人爭執案，佛教同願會、中國新民佛教

像檔案：（1）錄音檔案：七十年代以前（含
七十年代）：10元/分鐘，七十年代以後：5元/
分鐘。（2）影像檔案：七十年代以前（含七十
年代）：20元/分鐘，七十年代以後：10元/分
鐘。3.電子檔案：每盤（軟碟或光碟）：10-20
元。（二）利用特別珍貴的檔案進行複製，需

交納珍貴檔案保護費：1.紙質珍貴檔案：反映
北京地區發生的重大事件的檔案，黨和國家領

導人，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協歷任領

導及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的文稿、手跡等，每頁

收費5-10元。2.音像珍貴檔案：反映北京地區
發生的重大事件的檔案，黨和國家領導人、市

級領導及社會各界知名人士活動的音像檔案，

400元/分鐘，其他珍貴聲像檔案，300元/分
鐘。3.館藏照片、圖片、圖紙、票證檔案：清
代以前（含清代）：500元/張，民國時期：
400元/張，建國以後：七十年代以前（含七十
年代）：300元/張，七十年代以後：200元/
張。二、檔案複製費：（一）複印：A4紙0．4
元/張、A3紙0．8元/張。（二）電子掃描及列
印：1.掃描：5元/畫幅（300dpi），2.列印：
A4，5元/頁（黑白）、10元/頁（彩色），
A3，10元/頁（黑白）、20元/頁（彩色）。
三、檔案證明費：（一）出具學歷、工齡、勞

模、婚姻檔案等項證明，4元/份。（二）出具
公證、房、地、財產、債權、債務、生產建設

及其他營利性、商業性活動的檔案證明，10-
400元/件。四、利用者不能直接查用檔案（如
來函、電話、互聯網索取）的，除按規定收取

檔案保護費、複製費外，每份收取手續費7元。
五、檔案館提供的其他服務收費不列入行政事

業性收費管理，收費標準由檔案館自定，並按

規定明碼標價。

青年會、中國佛教青年會、華北親民至

善禮佛總會、北平五台山向善普化佛教

總會、華北普照佛教總會、普化佛教會

總會、世界佛教聯盟會、普濟佛教會、

北京中央刻經處等佛教團體之活動，以

及北廣濟寺維生之道、北平西郊八大處

香界寺等古木被伐、天寧寺及弘善寺址

被選為糞廠、北京國際大學租用萬壽寺

與寺方發生糾紛等案，對擬進行之「民

國時期的寺院經濟」撰寫工作，極富參

考價值。

二、中國社會科學院

（一）世界宗教研究所

中國大陸學術界將佛教史研究納

入宗教研究領域，所以「中國社會科學

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是筆者此行必訪

之地。該所成立於1964年，經過多年

發展和調整，現有在職人員83人，其

中研究員20人，副研究員26人，助理

研究員22人。世界宗教研究所設有佛

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道教和中國民

間宗教、儒教、宗教學理論、當代宗

教、宗教文化藝術等研究室，以及編輯

室（雜誌社）、資料室、科研處、辦公

室等科研及管理部門。歷任所長有任

繼愈（1964-1985）、杜繼文（1985-

1988）、孔繁（1988-1993）、吳雲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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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1998）。現任黨委書記、副所長

曹中建，所長卓新平，黨委副書記、副

所長張新鷹，副所長金澤。《世界宗教

研究》和《世界宗教文化》是該所主辦

的定期刊物。《世界宗教研究》創刊於

1979年，主要登載國內、外學者的學術

論文，介紹國內、外宗教學研究動態和

重要資料。《世界宗教文化》側重宗教

文化主題，兼顧學術探討與知識普及。

這兩份期刊，在學界與教界，有其一定

的知名度與學術地位。

此次訪問行程，係透過世界宗教

研究雜誌社編輯部主任黃夏年、副主任

李建欣兩位教授安排，除了參觀中國社

會科學院藏書外，並和該所佛教研究室

魏道儒（主任）、紀華傳，宗教學理論

研究室金澤（主任），宗教文化藝術研

究室何勁松、張總、嘉木揚．凱朝等教

授，就「臺灣佛教口述史」舉行座談，

與各學有專長之學者展開交流。與會者

一致認為，口述歷史可以即時留下史

料，有助於當代佛教史研究之開展，在

中國大陸，也有許多佛教界的法師、居

士，值得進行深入訪談，可惜投入此項

工作者寥寥無幾。座談會後，並蒙黃夏

年教授惠贈該所新出版圖書十餘冊，真

可謂不虛此行。

（二）近代史研究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 侯坤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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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與臺

灣近現代史研究單位及學者交流的時間

很早，歷年來兩岸研究人員互訪十分頻

繁。該所前身為延安馬列學院歷史研究

室，1950年5月1日成立中國科學院近代

史研究所，1977年5月改稱現名。主要

研究1840-1949年間的中國歷史，內容

涉及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外交、思

想、文化、社會等領域和香港、澳門、

臺灣地區的歷史。其首任所長為著名的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范文瀾，歷任所長有

劉大年、余繩武、王慶成、張海鵬，現

任所長為步平。現設有：政治史（晚清

史）、民國史、中外關係史、經濟史、

思想史、文化史、革命史、史學理論、

臺灣史等九個研究室，及《近代史資

料》編譯室，《近代史研究》、《抗日

戰爭研究》編輯部，圖書館；另設有科

研處、人事處、辦公室。該所現有工作

人員133人，其中正高級職稱者31人、副

高級職稱者39人。並招收碩士、博士研

究生；設有博士後工作站。目前正進行

的研究專案主要有：中國近代通史、中

國近代文化轉型研究、中國國民黨（含

臺灣時期）史、資產階級與中國近代社

會、民國外交史、臺灣歷史研究等多項

國家和社科院重大課題。

近代史研究所除典藏一般之圖書

外，也有十分豐富的特藏資料，尤以晚

清以降，曾國藩、李鴻章、李鴻藻、張

之洞、李端棻、林則徐、奕劻、章實

齋、容祿、翁同龢、鐵良、端方、徐恩

銘、梁鼎芬、易培基、勞乃宣、陸徵

祥、吳大澂、段祺瑞、袁世凱、陳獨

秀、商震、黃炎培、黃士珍、程德全、

譚延襄、譚延闓等名人之存劄、奏稿、

函稿、函電、手劄、家書、日記最具特

作者（左）與本館退休纂修卓遵宏先生（右）合影

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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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在查閱過程中，有三個發現值得一

記。一、見有翁文灝1950-1951年日記，

或可補本館所藏之缺。二、發現「國民

黨政府國史館所編傳記及工作紀錄」一

函2冊，此對本館1949年以前之館史，

頗富參考價值。三、見有湯薌銘存佛教

史料10件，湯薌銘與佛教的關係究竟如

何，可以由此進一步再追究。

三、其他收穫

除上列原定行程外，此次在北京

停留期間，也聯絡、認識了幾位學界友

人，參訪了幾處展覽館，算是意外的收

穫，順便介紹一下。

（一）民國100年本館將舉辦百年建

國展，行前采集處展覽科陸瑞玉科長曾

提出需要協助事項如下：1.購買嚴泉《失

敗的遺產》一書。2.購買民國首屆國會

（前三門大街，現為新華社前圓樓，用

作新華社的禮堂）老照片或現在照片。

3.購買北洋時期（段祺瑞執政）總統府

（東城區張自忠路3號，原名鐵獅子胡

同）老照片或現在照片等資料，亦可拍

攝現址。4.購買東交民巷使館建築群（東

城區東交民巷）老照片或老地圖等資

料，及現址拍攝。5.其他與北洋政府時期

相關的照片、地圖等資料。在北京停留

期間，個人除到東交民巷、北洋時期總

統府等地現場拍照外，也購得民國時期

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舊地圖十

餘張，及民國時期北京舊照片、資料數

冊，並得近代史研究所曾業英教授提供

民初參議會照片（含底片）8幀，這些資

料，或許本館在未來展覽時，可以派上

用場。此外，因此行住在王府井大街的

賓館，距五四大街不遠，得以就近前往

五四運動發祥地──北大紅樓舊址參觀，

並拍了幾張照片，購買一本有關蔡元培

與北大的照片小冊，回臺後也一併提供

給展覽科參用。

（二）與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

學理論研究所何建明教授算是舊識，因

國家圖書館距離人民大學不遠，所以特

別與何建明教授聯絡，先到人民大學參

觀後，再由他引路，到國家圖書館查閱

資料。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

所是在1991年成立的中國人民大學宗教

研究所和1996年成立的中國人民大學基

督教文化研究所的基礎上，於1999年12

月重新組建而成，該所是中國教育部確

定的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基地，在大

陸佛學界有相當地位。前往參觀的國家

圖書館，則剛落成不久，內部規劃十分

完善，有關佛教的大部頭套書不少，採

開架式，使用上十分方便。印象比較深

刻的是：在入口處不遠，設置了4-5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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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銀幕的電腦，可以看到當天在各地

發行的報紙，使用上非常方便，這種新

式設備，在其他地方還未見過。

（三）潘家園是北京有名的舊貨

市場，巡禮舊書肆時，無意間購得一本

《中國宗教團體資料（第1輯）》，此書

由國務院宗教事物局政策法規司所編，

屬「內部發行」，1993年8月出版，對

於瞭解1949年之中共佛教，頗具參考價

值。另在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發現周新

民主編之《中國近現代名人生平暨生卒

年錄》，因本館胡健國纂修曾編有《近

代華人生卒簡歷表》，特別將書目資料

加以抄錄，提供胡纂修參購用；另在世

界宗教研究所黃夏年教授研究室發現

《正果法師圓寂十週年紀念集》，內含

〈正果法師年表事略〉，印回後交給胡

纂修，胡纂修表示這篇文章他過去並未

見過。

（四）北京法源寺始建於唐代，

中國佛學院設於寺旁，李敖曾撰有《北

京法源寺》一書，使得北京法源寺更具

知名度，因該寺典藏有豐富的文教與圖

書，並不對外開放，行前特別先與任教

於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及

中國佛學院的溫金玉教授聯繫，看看是

否可以介紹參觀圖書設備，經溫教授聯

絡其高徒行空法師，得以進入書庫仔細

參訪北京國家圖書館 侯坤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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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閱，在那裡發現不少前所未見之圖

書。該院圖書館有許多線裝本，據接待

法師說，其中許多是周叔迦居士所提供

的，周叔迦是民國以來京、津一帶有名

的大居士，沒想到他與法源寺因緣如此

之深。另，筆者在參訪有名的藏傳佛教

雍和宮後，特別找到附近的柏林禪寺，

該寺在民國佛教史上非常重要，前往參

訪時卻發現，此寺已無僧人，目前尚為

幾家文教單位佔用，此為文革後大陸佛教

常見之現象，頗讓人有不勝唏噓之感！

四、結語

總之，此次北京採集佛教史料行十

分圓滿，成果甚為豐碩。以下謹提出三

點感想，就教於各位讀者。

（一）頗值前往挖掘史料的各地方

檔案館：中國大陸除了有屬於中央層級

的第一歷史檔案館、第二歷史檔案館、

北京法源寺山門 侯坤宏攝 北京法源寺一隅 侯坤宏攝

行空法師陪同參觀中國佛學院圖書館 侯坤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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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檔案館外，分屬不同層級的各地方

檔案館，很值得研究者前往參閱。在民

國時期，北京與南京、上海、重慶等地

方，在某段期間，都曾經是當時的政治

或經濟中心，因此，研究者就某些議題

進行研究時，不能忽略各地方檔案館典

藏的檔案，而這也是筆者前往北京市檔

案館查閱檔案的原因。

（二）掌握重刊民國報刊與檔案可

進行不同議題之研究：個人此次北京佛

教史料採訪行，收益頗多，希望能利用

這次採集回來的資料，配合其他史料，

撰寫成一本有關民國佛教經濟史研究的

專論，庶不辜負此行預期之目的。就民

國佛教史研究而言，除可由經濟角度切

入外，當然也可以隨著研究者觀察角度

的不同，由政治、文化、社會等不同角

度，進行各種不同議題的研究。隨著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209卷）、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86

卷）、《稀見民國佛教文獻彙編（報

紙）》（12冊）、《民國密宗期刊文

獻集成》（42冊）等有關史料的刊印，

研究者若能再配合國史館、中國第二歷

史檔案館，以及深入掌握各地方檔案館

所藏有關民國時期佛教檔案，其研究成

果，當可預期。

（三）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大陸佛

教很值得進一步觀察：中國大陸佛教自文

革以後，隨著改革開放，中共中央對宗教

政策也逐漸鬆綁，雖然官方仍強調，在社

會主義框架下，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

「愛國、愛黨」的前題下「愛教」，但各

大宗教卻仍有極大發展空間。以佛教而

言，不管表現在寺院恢復與修建上，在有

關人才培育與佛學研究上，亦頗有可觀之

處。在市場經濟機制下，中國大陸佛教不

免有走向世俗化、功利化之趨勢，其利弊

得失及未來發展走向，很值我們進一步觀

察、研究。

柏林禪寺一隅 侯坤宏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