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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佛典文獻的研究上，不論是漢語或是跨語的文獻，經常需要建立

詞彙庫或索引；這是一項重要卻很耗費時間的整理工作，以往只能靠人

力慢慢去做。如何運用資訊技術來加速佛典文獻詞彙與索引的工作，就

是本文所要加以研究的。 

 

本研究係運用「詞彙抽取（term extraction）」技術，對於佛典古代典

籍與近代文獻作自動的詞彙抽取，來建立漢語的詞彙庫。另外；在佛典

跨語詞彙抽取方面，則是利用平行語料庫（parallel corpus）及統計法，自

動建立跨語詞彙庫。自動建立的詞彙，導入專家的驗證機制後，即為完

成的漢語及跨詞詞彙庫；詞彙的抽取皆由電腦程式自動執行，人工的部

份只需作詞彙的驗證與確認。建立完成的詞彙庫，尚可運用資訊檢索技

術（information retrieval）來自動產生超連結（hyperlink）索引（index）用

語索引（concordance），如此可以節省大量的時間與人力。 

 

以上的詞彙庫與索引技術，還可以整合發展為「網路服務」。運用

網際網路提供：線上佛學多語(Multi-Lingual)專有詞彙之檢索及抽取服

務。將提供使用者在線上進行中文詞彙的檢索及抽取。線上佛學詞彙關

聯性分析服務，將結合統計分析以及資料探勘演算法的工具，讓使用者

可透過此介面在線上，研究單語(Mono-Lingual)詞彙，或多語詞彙之間的

關連性。線上佛學多語專有詞彙之出處比對服務，可以在線上針對所收

集的佛典，提供研究學者查詢不同語文佛學詞彙的出處，並可透過介面

進行比對，可幫助有意研究譯本之間用詞差異之學者。 
 

 

關鍵字：抽詞、詞彙庫、資訊檢索、平行語料庫、跨語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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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傳統的佛典文獻的研究上，不論是漢語或是跨語的文獻，經常需

要建立詞彙庫或索引；這是一項重要卻很耗費時間的整理工作，以往大

都只能靠人力慢慢的彙集與整理。本研究係運用「詞彙抽取（term 

extraction）」技術，來加速佛典文獻詞彙與索引的整理工作，提供作為研

究學者的輔助工具。 

 

本研究所發展的文獻處理輔助工具，並不是要取代人力，而是可以

用於節省人力與時間的輔助用途。文獻研究學者可以運用此項工具，將

文獻資料迅速加以整理並產生初步的對照索引（index）或用語索引

（concordance），再由研究學者的專業經驗去篩選出重要的索引資料。或

是將現有的索引資料，運用此項輔助工具來做校對驗證，以確保資料的

精確性。 

 

建立完成的詞彙庫及索引資料，還可以自動產生超連結

（hyperlink），來連結全文（full text）或多語(Multi-Lingual)文獻資料，如

此可以大幅增進文獻研究的效益。另外；可以在線上針對所收集的佛典

文獻，提供研究學者查詢不同語文佛學詞彙的出處，並可透過介面進行

比對，可幫助有意研究譯本之間用詞差異之學者。 

 

 

2.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係運用「詞彙抽取（term extraction）」技術，對於佛典古代典

籍與近代文獻作自動的中文詞彙抽取，來建立漢語的詞彙庫。另外；在

佛典跨語詞彙抽取方面，則是利用平行語料庫（parallel corpus）及統計

法，自動建立跨語詞彙庫。本研究除了發展漢語佛典專有名詞的抽取技術之

外，更希望藉由這個機會建立跨語佛典的平行語料庫。跨語佛典的平行語料庫

建立，是一項很有價值的工作。整理後的詞彙資料，不僅可用於佛教典籍的研

究，更可用於當時的各地區語言學的研究。 

 
2.1 中文抽詞 

 

統計抽詞的方法長久以來都是中文抽詞的主要方式之一[1-4]。本文的抽詞

技術主要參考簡立峰 [1999] 年所做大量新聞資源抽詞工作中的演算法[1]。如圖

1 所示，主要的辨別依據是如果一個字串（Lexical Pattern）的左右兩邊出現字的

種類越多，該處應被視為斷開點的特性就越強，也就是越應該切斷。相反的，

如果某個字的下一個字的可能性永遠都只有一種，那這兩個字就必定不可切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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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中文抽詞方法概念圖 

 

以上述的標準，進一步產生下列參數與演算法，來進行抽詞篩選的依據： 

 

參數：fx, fy, fz, |R|, fxB 

fx: 每個字串(例：abcde)出現的頻率 

fy: 字串去掉最後一個字後(例：abcd)，出現的頻率 

fz: 字串去掉第一個字後(例：bcde)，出現的頻率 

|R|: 字串兩邊出現單字的種類 

fxB: 字串兩邊出現最多次的單字的次數 

 

公式：設定篩選值：n1, n2, n3，並抽取符合以下條件者。 

a. |R| > n1 

b. fxB / fx < n3 

c. AE > n2 *AE = fx / fz+fy-fx 

其中公式 a 與公式 b 擇一個執行，再拿其結果執行公式 c。(a or b) and c 

本研究的中文抽詞使用大量統計的方式計算結果，所使用的語料庫，包含三個

檔案群： 

◎《大正藏》全文 

使用 Cbeta《大正藏》全文檔，228mb 約一億單字 

◎《卍續藏》全文 

使用 Cbeta《卍續藏》全文檔，98mb 約 4 千萬字 

◎佛學學報全文 

華岡、中華佛學學報、中華佛學研究、佛學研究中心學報，共 57mb 約

1700 萬字 

以文獻種類來分，《大正藏》與《卍續藏》屬於佛學原典，而學報則屬於當代

文獻資源。再經過上述的抽詞演算程式處理後，建立成約有 27 萬個詞條的詞彙

庫。 

 

2.2 跨語抽詞 

 
由於佛教經典是透過不同的傳抄、釋譯而流傳；所以，今日可收集到的佛

教經典涵蓋中文、巴利文、緬甸文、梵文、藏文等亞洲各國語言。佛典典藏的

研究者，常常需要比對不同語文的經典，因此不光是翻譯的問題，就是單純跨

語查詢都變的困難。本研究者進行的跨語研究，係採用平行語料庫以統計方法

來做佛典跨語詞彙的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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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語料庫(Parallel Corpus)係指收錄的多語文獻中，跨語對應的文獻。

其對應的方式，可能是以 “段落” 為對應的單位，甚至是以 “句” 為對應

的單位。我們以《妙法蓮華經》說明佛典經文中，目前收錄的梵、漢、英三語

經文中取同一段落，並以段落比對的方式呈現，詳如表 1。 

 

表 1.《妙法蓮華經》散文部份梵、漢、英對照範例 

 

《漢文》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 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 皆是阿羅漢，諸漏已

盡，無復煩惱，逮得己利，盡諸有結，心得自在。 

 

《梵文》  

ekasmin samaye bhagavan ra                        dhaku  e parvate/  
mahata            ghena sa       dvadasabhir       us      /  
                      i  a            klesair vasobhu                         
suvimuktaprajñair rajaneyair mahana                                i     
      tabharair anuprapta-svaka               i                      
samyagajñasuv              sarvacetovasitaparamaparamitapraptair 
abhijñanabhijñatair mahasra        / 
 

《英譯》  

Thus have I heard. Once upon a time the Lord was staying at Râgagriha, on the 

Gridhrakûta mountain, with a numerous assemblage of monks, twelve hundred 

monks, all of them Arhats, stainless, free from depravity, self-controlled, 

thoroughly emancipated in thought and knowledge, of noble breed, great 

elephants, having done their task, done their duty, acquitted their charge, 

reached the goal; in whom the ties which bound them to existence were wholly 

destroyed, whose minds were thoroughly emancipated by perfect knowledge, who 

had reached the utmost perfection in subduing all their thoughts; who were 

possessed of the transcendent faculties; eminent disciples, 

 

利用平行語料庫以統計方式產生跨語詞典的步驟如下： 

1.先利用程式建立梵、漢、英的平行語料庫。 

2.利用漢語詞彙找出所有的包含該詞彙的漢文佛典語句。 

3.取出對應的梵文佛典語句。 

4.統計所有語句中的梵文佛典詞彙。依計算次數的高低排序。 

5.去除在整個梵文佛典中出現機率高的辭彙。 

6.剩餘的高頻詞彙即有可能是對應詞彙。 

利用上述方法可先找出最可能對應的辭彙，再利用成對比較的方式來尋找

其他可對應的辭彙。 

 

 

3. 索引資料處理 

 

本研究所發展的文獻處理工具，可以用來提昇佛典索引整理工作的

效率。運用此項輔助工具可以節省研究學者人力與時間，將文獻資料迅

速整理並產生初步的對照索引（index）或用語索引（concordance），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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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再以專業經驗去篩選出重要的索引資料。或是將人力已整理好的索

引資料，運用此項工具來做校對驗證，以確保資料的精確性。 

 

3.1 對照索引 

 

有關對照索引（index）的建立，係運用前述中文抽詞所建立的 27 萬

餘個漢語詞彙（term）的佛典詞彙庫；並利用平行語料庫產生跨語詞彙

（cross-language term），來做比對而產生文獻研究所需的對照索引資料。

包含詞彙、跨語詞彙、對應文脈（context）及出處頁數（page），其中出

處頁數，可自動建立超連結（hyperlink），與 Cbeta 電子佛典做全文連

結，方便使用者查詢原文。 
若以鳩摩羅什大師所譯《妙法蓮華經》1的索引建立為例，只要將經文電子

檔交給電腦程式處理，即可自動抽詞並與佛典詞彙庫比對，而取出專有的中文

詞彙及梵語詞彙，如【三昧】samadhim、【妙法】saddharma、【陀羅尼】

dharani 等。專有詞條所對應的前後文脈（context）及出處頁數（page）則運用

資訊檢索技術，亦由電腦程式自動產生，並自動建立與 Cbeta 電子佛典的全

文超連結（hyperlink）。詳如表 2 所示： 

表 2.《妙法蓮華經》索引資料範例 

【三昧】
昧。淨光明三昧。淨藏三昧。不共三昧。日旋三昧... 第 0055 頁 b 欄 02 行
等亦欲勤修行之。行此三昧。乃能見是菩薩色相大... 第 0055 頁 c 欄 02 行
經。淨眼菩薩。於法華三昧。久已通達。淨藏菩薩... 第 0060 頁 b 欄 05 行
于座。身不動搖。而入三昧。以三昧力。於耆闍崛... 第 0055 頁 b 欄 18 行
喪功於本無。控心轡於三昧。則忘期於二地。經流... 第 0062 頁 b 欄 27 行
後。得一切淨功德莊嚴三昧。即昇虛空。高七多羅... 第 0060 頁 b 欄 29 行
。佛力無所畏。解脫諸三昧。及佛諸餘法。無能測... 第 0005 頁 c 欄 17 行

【妙法】
那笈多後所翻者。同名妙法。三經重沓。文旨互陳... 第 0001 頁 b 欄 22 行
。來白於大王。我有微妙法。世間所希有。若能修... 第 0034 頁 c 欄 15 行
。常懃求智慧。說種種妙法。其心無所畏。我於伽... 第 0041 頁 b 欄 22 行
師利。可與相見。論說妙法。可還本土。爾時文殊... 第 0035 頁 a 欄 22 行
。經千萬億劫。說無漏妙法。度無量眾生。後當入... 第 0039 頁 c 欄 14 行
十中劫。廣為眾生說於妙法。恒河沙眾生得阿羅漢... 第 0035 頁 a 欄 05 行

【陀羅尼】
邊菩薩。得百千萬億旋陀羅尼。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 第 0062 頁 a 欄 26 行
方便陀羅尼。得如是等陀羅尼。世尊。若後世後五百... 第 0061 頁 b 欄 09 行
致。轉不退法輪。得諸陀羅尼。即從座起。至於佛前... 第 0036 頁 b 欄 10 行
。擁護此法師故。說是陀羅尼。即說呪曰。阿梨那梨... 第 0059 頁 a 欄 08 行
以見我故。即得三昧及陀羅尼。名為旋陀羅尼百千萬... 第 0061 頁 b 欄 07 行
菩薩得解一切眾生語言陀羅尼。多寶如來於寶塔中讚... 第 0055 頁 a 欄 04 行

Term context Page

samadhim

saddharma

dharani

Cross-language

 
 

研究學者可以運用此項輔助工作快速的建立索引資料，再以專業經

驗將索引資料做篩選。或是將已整理好的索引資料，運用此項工具來做

校對驗證，以確保資料的精確性。建立完成的索引資料，除可作為書面

附錄外；亦可方便作為電子出版的索引連結。出處頁數（page）可自動產
                                                 
1
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九十冊 No. 0262《No. 262 妙法蓮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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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超連結（hyperlink），與 Cbeta 電子佛典做全文連結，便於原文的快速

查詢與對照。 
 

3.2 語用索引 

 

語用索引（concordance）的建立，係同時運用中文抽詞與資訊檢索等

技術，自動產生文獻的語用索引資料，並提供使用者選擇排序方式，如前

文排序（左方排序 left-sorted）、後文排序（右方排序 right-sorted）等。若以

《妙法蓮華經》的詞彙「一乘」語用索引建立為例，只要輸入所需詞彙，電腦

程式則列出「一乘」的語用索引，由使用者選擇排序方式，即可進一步提供研

究學者作佛典文獻的詞彙研究運用。詳如圖 2 所示： 
 

 

圖 2. 語用索引呈現介面 

 

 

4. 詞彙研究運用 

 

在文獻詞彙的研究方面，係提供線上（on-line）的文獻比對服務，研

究學者查詢不同語言的佛學詞彙之出處，並可透過電腦介面進行比對，

其呈現方式係將語用索引（concordance）進一步發展為比對介面，可幫助

有意研究譯本之間用詞差異之學者。如以《法華經》的譯本用語研究為

例，可以比對西晉月氏國竺法護大師所譯《正法華經》
2
、後秦龜茲國鳩

                                                 
2
 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九十冊 No. 0263 《No. 263 正法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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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羅什大師所譯《妙法蓮華經》3、隋代崛多笈多大師所譯《添品妙法蓮

華經》4等三個漢文譯本，並將梵文本做對照研究。 

以上三個《法華經》的漢文譯本，其年代以西晉時竺法護大師所譯

的《正法華經》為最早，其次是後秦鳩摩羅什大師所譯的《妙法蓮華

經》，較晚的譯本則是隋朝崛多笈多大師所譯的《添品妙法蓮華經》，

三個譯本若對照梵文本來看，其文脈頗為一致；不過，在翻譯所使用的

詞彙上，竺法護大師的《正法華經》與鳩摩羅什大師的《妙法蓮華經》

用詞差異甚大，而崛多笈多大師所譯的《添品妙法蓮華經》，其用詞大

致上沿用鳩摩羅什大師的詞彙。 

以下舉一個《妙法蓮華經》偈頌中「聞佛說一乘」5的用詞為例，其

漢語譯文為： 

 
當來世惡人，聞佛說一乘，迷惑不信受，破法墮惡道 

有慚愧清淨，志求佛道者，當為如是等，廣讚一乘道 

 

此偈頌與崛多笈多大師所譯《添品妙法蓮華經》的偈頌6譯文是一樣

的，用「佛」做為一乘教的能說者。從年代的先後，及其他語用索引來

看，可以推測崛多笈多大師應該是沿用鳩摩羅什大師的譯本詞彙，詳如

圖 3。 

No. 0264 添品妙法蓮華經

。教無量菩薩。畢竟住一乘。是故有智者。聞此功
。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是法住法位。世間相
大乘法。於此經中唯說一乘。而昔於菩薩前。毀呰
。無數諸法門。其實為一乘。諸佛兩足尊。知法常
。當來世惡人。聞佛說一乘。迷惑不信受。破法墮
異施設。如是迦葉此唯一乘所謂大乘。無有二乘及
無餘殘。無有於三乘。一乘此中有。諸法皆平等。
相。是諸世尊等。皆說一乘法。化無量眾生。令入
見。演暢實相義。開闡一乘法。廣度諸群生。令速
疑。十方佛土中。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
辯梵詞。遍神州之域。一乘祕教。悟象運之機。聊
法。一切諸世尊。皆說一乘道。今此諸大眾。皆應
王。普告諸大眾。但以一乘道。教化諸菩薩。無聲
者。當為如是等。廣讚一乘道。舍利弗當知。諸佛
種籌量。分別知已。於一乘道。隨宜說三。添品妙

一乘 一乘法、佛乘、 …

Term Correlation terms

Left Right Left Right

No. 0262 妙法蓮華經

。教無量菩薩。畢竟住一乘。是故有智者。聞此功
。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是法住法位。世間相
大乘法。於此經中唯說一乘。而昔於菩薩前。毀呰
。無數諸法門。其實為一乘。諸佛兩足尊。知法常
。當來世惡人。聞佛說一乘。迷惑不信受。破法墮
相。是諸世尊等。皆說一乘法。化無量眾生。令入
見。演暢實相義。開闡一乘法。廣導諸眾生。令速
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
法。一切諸世尊。皆說一乘道。今此諸大眾。皆應
王。普告諸大眾。但以一乘道。教化諸菩薩。無聲
者。當為如是等。廣讚一乘道。舍利弗當知。諸佛
種籌量。分別知已。於一乘道。隨宜說三。妙法蓮

。當來世惡人。聞佛說一乘。迷惑不信受。破法墮 。當來世惡人。聞佛說一乘。迷惑不信受。破法墮

 
圖 3. 詞彙用法比對呈現介面 

 
                                                 
3
 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九十冊 No. 0262《No. 262 妙法蓮華經》 

4 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九十冊 No. 0264《No. 264 添品妙法蓮華經》 
5 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九十冊 No. 0262《No. 262 妙法蓮華經》 (卷 1) T09, p0010b 
6 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九十冊 No. 0264《No. 264 添品妙法蓮華經》(卷 1) T09, p014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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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竺法護大師的《正法華經》所翻譯的用詞，卻譯為「聽察如

來，一乘之教」7，其用法有相當的不同，詳列如下： 

 
若當來人，而說此法，聽察如來，一乘之教，設復覩見，諸最勝名 

誹謗斯經，便墮地獄，假使有人，慚愧清淨，發心志願，來尊佛道 

 

若參照梵語 sd-kn 本法華經
8
，梵文羅馬轉寫原文：  

 

                                                        
         //142// 
                                                                
/ 
                                                         
//143// 
 
約可推測係同一偈頌的不同譯法，其它的詞彙用法，也可以從圖 4

的介面做比較： 

 

 

No. 0262 妙法蓮華經

。教無量菩薩。畢竟住一乘。是故有智者。聞此功
。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是法住法位。世間相
大乘法。於此經中唯說一乘。而昔於菩薩前。毀呰
。無數諸法門。其實為一乘。諸佛兩足尊。知法常
。當來世惡人。聞佛說一乘。迷惑不信受。破法墮
相。是諸世尊等。皆說一乘法。化無量眾生。令入
見。演暢實相義。開闡一乘法。廣導諸眾生。令速
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
法。一切諸世尊。皆說一乘道。今此諸大眾。皆應
王。普告諸大眾。但以一乘道。教化諸菩薩。無聲
者。當為如是等。廣讚一乘道。舍利弗當知。諸佛
種籌量。分別知已。於一乘道。隨宜說三。妙法蓮

No. 0263 正法華經

利弗。卿當知是。計有一乘。則無有二。住至十方
千姟。普為眾生。示現一乘。是故說道。度未度者
當篤信。如來言誠正有一乘。無有二也。世尊頌曰
得滅度。又佛從本說有一乘。聞佛講法不受道慧。
權方便。以慧行音唯說一乘。謂佛乘也。世尊頌曰
方便。導師光明。唯有一乘。豈寧有二。下劣乘者
而說此法。聽察如來。一乘之教。設復覩見。諸最
乃分別道。故暢斯教。一乘之誼。諸法定意。志懷
命入海。謂諸聲聞聞有一乘無二道也。爾乃更發無
諷誦讀宣示一切。分別一乘無有三乘道。時佛頌曰
化令入。皆共諮嗟。是一乘道。寂然之地。無有二

一乘 一乘法、佛乘、 …

Term Correlation terms

而說此法。聽察如來。一乘之教。設復覩見。諸最

Left Right Left Right

。當來世惡人。聞佛說一乘。迷惑不信受。破法墮

 

圖 4. 詞彙用法比對呈現介面 

 

                                                 
7
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九十冊 No. 0263 《No. 263 正法華經》(卷 1) T09, p0073a 

8
 Prof. H. Kern and Prof. Bunyiu Nanj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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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詞彙研究運用，可以提供研究學者一個方便的使用介面，對有興趣

的詞彙找出不同譯本的用法，再進一步去分析詞彙用法的時代性，或演變軌

跡，讓研究者對於文獻詞彙的使用，有更深入的了解。 

 

5. 未來發展方向 

 

本研究所建立的詞彙庫與索引技術，未來將以整合發展成「網路服

務」為目標。運用網際網路提供：線上佛學多語(Multi-Lingual)專有詞彙

之檢索及抽取服務。將提供使用者在線上進行中文詞彙的檢索及抽取。

線上佛學詞彙關聯性分析服務，將結合統計分析以及資料探勘演算法的

工具，讓使用者可透過此介面在線上，研究單語(Mono-Lingual)詞彙，或

多語詞彙之間的關連性。 

另外，將發展資訊集成代理人（Information Aggregation Agent）技術。

將所抽取的古典詞彙與現代詞彙，進行集成處理，結合時間、分類

（人、事、時、地、物）及跨語等關連，提供研究學者更深入的語言或

詞彙研究的應用。詳如圖 5 所示： 

 
 

一乘

思惟。作是念。有 一乘 道。淨眾生。離憂

T02n0099_p0139a20 [ 宋 ] 960~ 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一乘法、一乘三乘、阿彌陀經疏、金峰山寺、豈寧…

Term Correlation terms Concordance

Full text Mapping When Who

[ 長安 ]

Where

 

圖 4. 詞彙資訊集成概念 

 

 

6. 結論 

 

本研究所發展的文獻處理工具，並不是要取代人力，而是可以用於

節省人力與時間的輔助用途，幫助研究學者處理耗費時間的文獻整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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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研究學者可以運用此項工具，迅速產生初步的對照索引（index）或

用語索引（concordance）資料，再以專業經驗去篩選出所需要的索引資

料。或是已整理好的索引資料，運用此項工具來做校對驗證，以確保資

料的精確性。 

資訊技術的在人文領域的發展與運用，藉由輔助工具的建立，應該

可以幫助完成繁複的資料處理。再與專家學者的智慧及專業經驗互相搭

配，或許是現代人文與資訊科技結合的一種模式，從資料的整理到資訊

的整合，說不定可以為人文領域找到一個新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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