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目前任職於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的

楊明璋教授，曾榮獲科技部研究獎勵、政大

學術特優獎，是一位辛勤筆耕的學者。在

2016、2020年獲得人社中心「補助出版人文

學及社會科學專書」之獎助，分別出版《敷

演與捏合：敦煌通俗敘事文學的敘人體

物》、《神異感通化利有情：敦煌高僧傳讚

文獻研究》兩部專書，於敦煌學與通俗文學

的研究領域，有許多重要的學術成果。

考古與民俗的思路

　　楊明璋回憶自己踏上敦煌學的過程，與自己天生的性向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年紀

尚小時便對考古與民俗的訊息非常感興趣，喜歡閱讀這方面的新聞報導，並有蒐集剪

報的習慣。其中收藏一則莫高窟的介紹，內容包括精美的壁畫、彩塑，還有寫本上迥

異於一般文人作品的通俗詩句，這些文物經過千年，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讀臺灣師大國文系碩士班時，一開始修習許多甲骨文、金文、古音學等小學類

的專業，另也涉略了敦煌學、《詩經》、樂府詩等課程。而在諸多學習中，對於選擇

專一領域深入撰寫碩士學位論文，起初心中仍有些茫然，一直思索什麼方向，可以應

用小學的知識概念，研讀的文本又能接近生活一點，同時延續對考古、民俗的喜好？

循此脈絡，想到了潘重規教授的敦煌學課程。

　　當時潘教授已是學界德高望重、九十多歲的老師，而這門敦煌課，有兩個層面深

遠地影響楊明璋：第一個層面是研究前須細讀作品，甚至是「尚友古人」。課堂以傳

統方式教學，挑選敦煌變文，如〈伍子胥變文〉、〈王昭君變文〉等，要求學生課堂

上直接朗讀，再進行討論。此一模式看似古板瑣碎，然而經過一字一句地朗讀，其實

就是最為踏實地閱覽經驗，因為一開始內心須對文句有一些理解，才能順利地訴諸口

中音聲，一句一句誦念下去和古人產生共鳴。第二個層面則是學者的風采與魅力。潘

教授每次論及去法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大英圖書館考察敦煌寫本的經驗，此時臉龐上

所煥發的神情，只有「眉飛色舞」四個字能夠形容。這份精神氣象超越了時空的限

制，讓楊明璋欽佩不已，也令他體會到學者之恆常堅持又具有豐厚底蘊的特殊魅力。

　　因此，楊明璋於碩二下最後決定投入敦煌學研究，由於年事已高的老師不便收

徒，有幸拜政大中文羅宗濤教授為師。沒想到至今已將近二十五年，關懷焦點從通俗

詩歌至變文，再到儀式文學、佛教文學，一路走來，與年少時熱愛的考古、民俗愈走

愈契合。

專書出版的經驗談

　　說起敦煌，常常聯想到沙漠、駱駝、月牙泉，然而如果進一步探究，什麼是敦煌

學？總是披上一層異域的神秘面紗，讓人不太容易理解這門學科的詳細內容。楊明璋

表示：「敦煌學，是一門歷史的偶然被封閉，也是歷史的偶然被發現，幾重特殊因素

所形成的學問。」從前秦建元二年（366），僧人樂僔開鑿莫高窟第一個洞窟後，隋

唐時期是該地的繁華階段，元代之後減少興建走向沒落。清光緒二十六年

（1900），莫高窟道士王圓籙清理洞窟時，偶然發現石室內成千上萬的古代抄寫文

書，被之後前來探險的英國、法國、俄國考古學家陸續運往海外。因此二十世紀初，

敦煌學研究便逐漸於國際漢學發展，至今已超過百年。

　　這批已流散庋藏於世界各地的文物，包含當代很多不同的學科領域，比如文學、

藝術、宗教、語言、醫療等等，顯示了敦煌學的豐富內涵。楊明璋的研究徑路，主要

聚焦於文學部分，先後出版《敦煌文學與中國古代的諧隱傳統》、《敷演與捏合：敦

煌通俗敘事文學的敘人體物》、《神異感通‧化利有情：敦煌高僧傳讚文獻研究》三

部敦煌學著作，從早期關心變文、儀式文學，然後擴至物質文化之解釋，再到現在探

討宗教與文學之互涉，關注範圍有不同的開展。

敦煌學的現在與未來

　　今年一月，國家圖書館與聯經出版公司，完成籌備已久的合作，將館藏141個卷

號的敦煌文獻，以高解析圖像出版，公諸於世，嘉惠學者。楊明璋表示台灣所藏數量

雖然不多，但能很好地展現各方特色，像是有幾件佛教、道教文獻的孤本，還有少見

的日本寫經，是其所藏獨特之處。至於館藏《淨名經關中釋抄》，與英國、中國大陸

所藏文獻有雷同地方──皆有三界寺道真和尚的相關題記，可以支持莫高窟大量藏書

的原因，是為了寺院改造書庫而儲放文獻的觀點；此外館藏《盂蘭盆經講經文》，和

國外所藏寫本有所契合，這些都是能與其他國家庋藏敦煌文獻接軌之處。

　　1994年大英圖書館發起的「國際敦煌項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IDP)，此平台旨在蒐集四散世界各地的數位化敦煌文獻，台灣亦參與其中。楊明璋

解釋，我們整理敦煌文獻採取優先數位化，今年年初才正式出版高解析圖像的紙本書

籍，別的地區則多數先將館藏出版紙本書籍再數位化，次序上有所不同。因此，從書

籍資料角度檢視，這次國家圖書館的出版，可謂完成了敦煌文獻的最後一塊拼圖。

　　儘管現在有數位科技之便，以及完整的紙本圖書材料，楊明璋認為敦煌學研究仍

有許多辛苦之處。比如從初學者來論，過去能論述單一文類或單一主題，已經研究至

成熟階段。現在研究路徑，趨向結合寫本，進行跨學科的對話，因此，特別講究閱讀

一手寫本材料，而這項工作需仰賴基礎文獻學知識與識讀能力，於古代目錄、版本、

校勘等學問須有所了解，種種條件令初學者進入不易，人才培養產生一些困境。

　　以楊明璋個人經驗來論敦煌學研究難處，則是跨學科的對話需要花較多精力，除

了梳理大量文獻與圖像之外，像是早先處理婚嫁儀式、物質等議題，還要了解傳統禮

學、文化人類學、物質文化等，近期探索佛教僧人主題，亦需深入宗教史、思想史領

域。這些項目逐一突破後，敦煌文獻如何與傳世文本交流？也是他研究上面臨的另一

議題。比如敦煌文獻提到神異僧人萬迴，與和合仙有所連結，然而唐代之後著名的和

合仙，卻是寒山與拾得，此中的形象變化與差異，得從四川等它處石窟圖像，或其他

大量傳世小說、方志文獻等材料進行爬梳，經過時間沉澱與消化，才能逐步廓清這些

歷時性與共同性的的發展脈絡。

　　近期為本中心補助出版的《神異感通‧化利有情：敦煌高僧傳讚文獻研究》一

書，以敦煌寫本作為基礎，加入圖像討論，結合部分傳世文獻，並運用一些日本材

料，集中討論敦煌高僧傳贊文獻裡，具有神異事跡的僧人。全書以「傳說」和「信

仰」兩個概念貫穿首尾，它們彼此互相交涉，「傳說」反映了「信仰」，「信仰」又

會形塑「傳說」。他深入探討印度佛教神祇的抽象功德，如何疊加在唐宋僧人的血肉

身軀，逐漸地將凡人神聖化，進而和中華大地原有的概念結合，成為人們崇拜與傳頌

的對象。

　　學術成果是一點一滴的累積，楊明璋坦言《神異感通‧化利有情》的主要內容，

過去雖曾在期刊或者會議上發表，然而它並非只是眾多論文集結的冊本，專書仍有不

同的訴求旨意。首先，最明顯的差異在於，專著有主軸脈絡，章節有層次關聯，前後

增加「導論」與「結論」，以進行完整的主題論述。再者，書作能夠將期刊、會議論

文的背景介紹精簡陳述，讓原本無法暢所欲言之處可盡情表達。像是本書前三章探討

的「三聖僧」──寶誌、僧伽、萬迴，在石窟裡時可見三尊塑像併列，寫本也有將之

合抄一處者，實當作為一整體加以論述。不過，僅僅草擬三聖僧研究初稿，已高達

五、六萬字，超過許多論文發表的字數規定，因此只能分開發表，直到撰寫專書之

時，再加以修剪、增補，令他們擁有整體的脈絡。此外，專書能夠增補材料、校錄修

訂，呈現整理後的新成果。比如這次出版，將所有引述的敦煌文獻，又重新審閱了寫

本，全部校錄一遍，作了許多修改。而該書最後一篇附錄，討論敦煌本《天地開闢已

來帝王記》，雖與本書主題未有直接關係，但基於發現這篇文章的疏漏較多、修改幅

度較大，而過去的論文已經發表、難以抽換，所以透過書本出版，亦能夠提供學界最

新的研究結果。

　　楊明璋指出，學術專書為皓首窮經的研究精華，然而在競爭激烈的出版業市場，

其實相對艱辛。尤其像敦煌學這門學問，目前在台灣比較小眾，出版社見到這類論

題，容易視之為畏途。所以感謝人社中心有這項專書出版補助業務，促成了學術書籍

刊行的心願。

　　楊明璋笑說，隨著年齡增長，心靈慢慢成長，思想也隨之升華，自己的研究焦點

逐漸涉及信仰與宗教層面。過往關注較多的是以世俗聽眾為主的「俗講」，而未來寫

作計畫，則會深入連繫以僧人聽眾為主的「僧講」，探討通俗敘述與僧人敘述之間，

二者過渡情況與變化樞紐。

　　關於現前敦煌學的發展，他也分享了自己的觀察，指出近年敦煌的寫本學逐漸興

旺，而從文獻學角度審視，這幾年另一學科的寫本學研究也特別熱絡，那就是先秦兩

漢的簡帛學。兩者都以寫本為基礎，是宋元印刷術普及以前古人思想文化的主要記載

模式，因此雙方有許多部份其實可以進一步對話和合作。

　　不過楊明璋也想提醒，現在許多唐宋文學、宗教、歷史等研究，會援引一些敦煌

文獻作論述，一般學者較難直接閱讀一手的寫本，輾轉使用別人校錄成果是正常方

式。只是採取的成果，如1957年王重民等人校輯的《敦煌變文集》，屬於時代較早的

舊資料，應該可以改用較為近期的材料，像是黃徵、張涌泉1997年出版的《敦煌變文

校注》等等，而近年中國大陸也計畫整理敦煌變文全書。這些新的研究成果與工具

書，學者可以多加留意、強化資訊更新，不僅能豐富敦煌學的研究，同時更加精進唐

宋文化許多議題的探討。

　

楊明璋：文獻、傳說與信仰──敦煌學的學術探索
採訪、撰文／杜翌靖

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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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宗教與文學之互涉，關注範圍有不同的開展。

敦煌學的現在與未來

　　今年一月，國家圖書館與聯經出版公司，完成籌備已久的合作，將館藏141個卷

號的敦煌文獻，以高解析圖像出版，公諸於世，嘉惠學者。楊明璋表示台灣所藏數量

雖然不多，但能很好地展現各方特色，像是有幾件佛教、道教文獻的孤本，還有少見

的日本寫經，是其所藏獨特之處。至於館藏《淨名經關中釋抄》，與英國、中國大陸

所藏文獻有雷同地方──皆有三界寺道真和尚的相關題記，可以支持莫高窟大量藏書

的原因，是為了寺院改造書庫而儲放文獻的觀點；此外館藏《盂蘭盆經講經文》，和

國外所藏寫本有所契合，這些都是能與其他國家庋藏敦煌文獻接軌之處。

　　1994年大英圖書館發起的「國際敦煌項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IDP)，此平台旨在蒐集四散世界各地的數位化敦煌文獻，台灣亦參與其中。楊明璋

解釋，我們整理敦煌文獻採取優先數位化，今年年初才正式出版高解析圖像的紙本書

籍，別的地區則多數先將館藏出版紙本書籍再數位化，次序上有所不同。因此，從書

籍資料角度檢視，這次國家圖書館的出版，可謂完成了敦煌文獻的最後一塊拼圖。

　　儘管現在有數位科技之便，以及完整的紙本圖書材料，楊明璋認為敦煌學研究仍

有許多辛苦之處。比如從初學者來論，過去能論述單一文類或單一主題，已經研究至

成熟階段。現在研究路徑，趨向結合寫本，進行跨學科的對話，因此，特別講究閱讀

一手寫本材料，而這項工作需仰賴基礎文獻學知識與識讀能力，於古代目錄、版本、

校勘等學問須有所了解，種種條件令初學者進入不易，人才培養產生一些困境。

　　以楊明璋個人經驗來論敦煌學研究難處，則是跨學科的對話需要花較多精力，除

了梳理大量文獻與圖像之外，像是早先處理婚嫁儀式、物質等議題，還要了解傳統禮

學、文化人類學、物質文化等，近期探索佛教僧人主題，亦需深入宗教史、思想史領

域。這些項目逐一突破後，敦煌文獻如何與傳世文本交流？也是他研究上面臨的另一

議題。比如敦煌文獻提到神異僧人萬迴，與和合仙有所連結，然而唐代之後著名的和

合仙，卻是寒山與拾得，此中的形象變化與差異，得從四川等它處石窟圖像，或其他

大量傳世小說、方志文獻等材料進行爬梳，經過時間沉澱與消化，才能逐步廓清這些

歷時性與共同性的的發展脈絡。

　　近期為本中心補助出版的《神異感通‧化利有情：敦煌高僧傳讚文獻研究》一

書，以敦煌寫本作為基礎，加入圖像討論，結合部分傳世文獻，並運用一些日本材

料，集中討論敦煌高僧傳贊文獻裡，具有神異事跡的僧人。全書以「傳說」和「信

仰」兩個概念貫穿首尾，它們彼此互相交涉，「傳說」反映了「信仰」，「信仰」又

會形塑「傳說」。他深入探討印度佛教神祇的抽象功德，如何疊加在唐宋僧人的血肉

身軀，逐漸地將凡人神聖化，進而和中華大地原有的概念結合，成為人們崇拜與傳頌

的對象。

　　學術成果是一點一滴的累積，楊明璋坦言《神異感通‧化利有情》的主要內容，

過去雖曾在期刊或者會議上發表，然而它並非只是眾多論文集結的冊本，專書仍有不

同的訴求旨意。首先，最明顯的差異在於，專著有主軸脈絡，章節有層次關聯，前後

增加「導論」與「結論」，以進行完整的主題論述。再者，書作能夠將期刊、會議論

文的背景介紹精簡陳述，讓原本無法暢所欲言之處可盡情表達。像是本書前三章探討

的「三聖僧」──寶誌、僧伽、萬迴，在石窟裡時可見三尊塑像併列，寫本也有將之

合抄一處者，實當作為一整體加以論述。不過，僅僅草擬三聖僧研究初稿，已高達

五、六萬字，超過許多論文發表的字數規定，因此只能分開發表，直到撰寫專書之

時，再加以修剪、增補，令他們擁有整體的脈絡。此外，專書能夠增補材料、校錄修

訂，呈現整理後的新成果。比如這次出版，將所有引述的敦煌文獻，又重新審閱了寫

本，全部校錄一遍，作了許多修改。而該書最後一篇附錄，討論敦煌本《天地開闢已

來帝王記》，雖與本書主題未有直接關係，但基於發現這篇文章的疏漏較多、修改幅

度較大，而過去的論文已經發表、難以抽換，所以透過書本出版，亦能夠提供學界最

新的研究結果。

　　楊明璋指出，學術專書為皓首窮經的研究精華，然而在競爭激烈的出版業市場，

其實相對艱辛。尤其像敦煌學這門學問，目前在台灣比較小眾，出版社見到這類論

題，容易視之為畏途。所以感謝人社中心有這項專書出版補助業務，促成了學術書籍

刊行的心願。

　　楊明璋笑說，隨著年齡增長，心靈慢慢成長，思想也隨之升華，自己的研究焦點

逐漸涉及信仰與宗教層面。過往關注較多的是以世俗聽眾為主的「俗講」，而未來寫

作計畫，則會深入連繫以僧人聽眾為主的「僧講」，探討通俗敘述與僧人敘述之間，

二者過渡情況與變化樞紐。

　　關於現前敦煌學的發展，他也分享了自己的觀察，指出近年敦煌的寫本學逐漸興

旺，而從文獻學角度審視，這幾年另一學科的寫本學研究也特別熱絡，那就是先秦兩

漢的簡帛學。兩者都以寫本為基礎，是宋元印刷術普及以前古人思想文化的主要記載

模式，因此雙方有許多部份其實可以進一步對話和合作。

　　不過楊明璋也想提醒，現在許多唐宋文學、宗教、歷史等研究，會援引一些敦煌

文獻作論述，一般學者較難直接閱讀一手的寫本，輾轉使用別人校錄成果是正常方

式。只是採取的成果，如1957年王重民等人校輯的《敦煌變文集》，屬於時代較早的

舊資料，應該可以改用較為近期的材料，像是黃徵、張涌泉1997年出版的《敦煌變文

校注》等等，而近年中國大陸也計畫整理敦煌變文全書。這些新的研究成果與工具

書，學者可以多加留意、強化資訊更新，不僅能豐富敦煌學的研究，同時更加精進唐

宋文化許多議題的探討。

　

人物專訪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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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任職於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的

楊明璋教授，曾榮獲科技部研究獎勵、政大

學術特優獎，是一位辛勤筆耕的學者。在

2016、2020年獲得人社中心「補助出版人文

學及社會科學專書」之獎助，分別出版《敷

演與捏合：敦煌通俗敘事文學的敘人體

物》、《神異感通化利有情：敦煌高僧傳讚

文獻研究》兩部專書，於敦煌學與通俗文學

的研究領域，有許多重要的學術成果。

考古與民俗的思路

　　楊明璋回憶自己踏上敦煌學的過程，與自己天生的性向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年紀

尚小時便對考古與民俗的訊息非常感興趣，喜歡閱讀這方面的新聞報導，並有蒐集剪

報的習慣。其中收藏一則莫高窟的介紹，內容包括精美的壁畫、彩塑，還有寫本上迥

異於一般文人作品的通俗詩句，這些文物經過千年，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讀臺灣師大國文系碩士班時，一開始修習許多甲骨文、金文、古音學等小學類

的專業，另也涉略了敦煌學、《詩經》、樂府詩等課程。而在諸多學習中，對於選擇

專一領域深入撰寫碩士學位論文，起初心中仍有些茫然，一直思索什麼方向，可以應

用小學的知識概念，研讀的文本又能接近生活一點，同時延續對考古、民俗的喜好？

循此脈絡，想到了潘重規教授的敦煌學課程。

　　當時潘教授已是學界德高望重、九十多歲的老師，而這門敦煌課，有兩個層面深

遠地影響楊明璋：第一個層面是研究前須細讀作品，甚至是「尚友古人」。課堂以傳

統方式教學，挑選敦煌變文，如〈伍子胥變文〉、〈王昭君變文〉等，要求學生課堂

上直接朗讀，再進行討論。此一模式看似古板瑣碎，然而經過一字一句地朗讀，其實

就是最為踏實地閱覽經驗，因為一開始內心須對文句有一些理解，才能順利地訴諸口

中音聲，一句一句誦念下去和古人產生共鳴。第二個層面則是學者的風采與魅力。潘

教授每次論及去法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大英圖書館考察敦煌寫本的經驗，此時臉龐上

所煥發的神情，只有「眉飛色舞」四個字能夠形容。這份精神氣象超越了時空的限

制，讓楊明璋欽佩不已，也令他體會到學者之恆常堅持又具有豐厚底蘊的特殊魅力。

　　因此，楊明璋於碩二下最後決定投入敦煌學研究，由於年事已高的老師不便收

徒，有幸拜政大中文羅宗濤教授為師。沒想到至今已將近二十五年，關懷焦點從通俗

詩歌至變文，再到儀式文學、佛教文學，一路走來，與年少時熱愛的考古、民俗愈走

愈契合。

專書出版的經驗談

　　說起敦煌，常常聯想到沙漠、駱駝、月牙泉，然而如果進一步探究，什麼是敦煌

學？總是披上一層異域的神秘面紗，讓人不太容易理解這門學科的詳細內容。楊明璋

表示：「敦煌學，是一門歷史的偶然被封閉，也是歷史的偶然被發現，幾重特殊因素

所形成的學問。」從前秦建元二年（366），僧人樂僔開鑿莫高窟第一個洞窟後，隋

唐時期是該地的繁華階段，元代之後減少興建走向沒落。清光緒二十六年

（1900），莫高窟道士王圓籙清理洞窟時，偶然發現石室內成千上萬的古代抄寫文

書，被之後前來探險的英國、法國、俄國考古學家陸續運往海外。因此二十世紀初，

敦煌學研究便逐漸於國際漢學發展，至今已超過百年。

　　這批已流散庋藏於世界各地的文物，包含當代很多不同的學科領域，比如文學、

藝術、宗教、語言、醫療等等，顯示了敦煌學的豐富內涵。楊明璋的研究徑路，主要

聚焦於文學部分，先後出版《敦煌文學與中國古代的諧隱傳統》、《敷演與捏合：敦

煌通俗敘事文學的敘人體物》、《神異感通‧化利有情：敦煌高僧傳讚文獻研究》三

部敦煌學著作，從早期關心變文、儀式文學，然後擴至物質文化之解釋，再到現在探

討宗教與文學之互涉，關注範圍有不同的開展。

敦煌學的現在與未來

　　今年一月，國家圖書館與聯經出版公司，完成籌備已久的合作，將館藏141個卷

號的敦煌文獻，以高解析圖像出版，公諸於世，嘉惠學者。楊明璋表示台灣所藏數量

雖然不多，但能很好地展現各方特色，像是有幾件佛教、道教文獻的孤本，還有少見

的日本寫經，是其所藏獨特之處。至於館藏《淨名經關中釋抄》，與英國、中國大陸

所藏文獻有雷同地方──皆有三界寺道真和尚的相關題記，可以支持莫高窟大量藏書

的原因，是為了寺院改造書庫而儲放文獻的觀點；此外館藏《盂蘭盆經講經文》，和

國外所藏寫本有所契合，這些都是能與其他國家庋藏敦煌文獻接軌之處。

　　1994年大英圖書館發起的「國際敦煌項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IDP)，此平台旨在蒐集四散世界各地的數位化敦煌文獻，台灣亦參與其中。楊明璋

解釋，我們整理敦煌文獻採取優先數位化，今年年初才正式出版高解析圖像的紙本書

籍，別的地區則多數先將館藏出版紙本書籍再數位化，次序上有所不同。因此，從書

籍資料角度檢視，這次國家圖書館的出版，可謂完成了敦煌文獻的最後一塊拼圖。

　　儘管現在有數位科技之便，以及完整的紙本圖書材料，楊明璋認為敦煌學研究仍

有許多辛苦之處。比如從初學者來論，過去能論述單一文類或單一主題，已經研究至

成熟階段。現在研究路徑，趨向結合寫本，進行跨學科的對話，因此，特別講究閱讀

一手寫本材料，而這項工作需仰賴基礎文獻學知識與識讀能力，於古代目錄、版本、

校勘等學問須有所了解，種種條件令初學者進入不易，人才培養產生一些困境。

　　以楊明璋個人經驗來論敦煌學研究難處，則是跨學科的對話需要花較多精力，除

了梳理大量文獻與圖像之外，像是早先處理婚嫁儀式、物質等議題，還要了解傳統禮

學、文化人類學、物質文化等，近期探索佛教僧人主題，亦需深入宗教史、思想史領

域。這些項目逐一突破後，敦煌文獻如何與傳世文本交流？也是他研究上面臨的另一

議題。比如敦煌文獻提到神異僧人萬迴，與和合仙有所連結，然而唐代之後著名的和

合仙，卻是寒山與拾得，此中的形象變化與差異，得從四川等它處石窟圖像，或其他

大量傳世小說、方志文獻等材料進行爬梳，經過時間沉澱與消化，才能逐步廓清這些

歷時性與共同性的的發展脈絡。

　　近期為本中心補助出版的《神異感通‧化利有情：敦煌高僧傳讚文獻研究》一

書，以敦煌寫本作為基礎，加入圖像討論，結合部分傳世文獻，並運用一些日本材

料，集中討論敦煌高僧傳贊文獻裡，具有神異事跡的僧人。全書以「傳說」和「信

仰」兩個概念貫穿首尾，它們彼此互相交涉，「傳說」反映了「信仰」，「信仰」又

會形塑「傳說」。他深入探討印度佛教神祇的抽象功德，如何疊加在唐宋僧人的血肉

身軀，逐漸地將凡人神聖化，進而和中華大地原有的概念結合，成為人們崇拜與傳頌

的對象。

　　學術成果是一點一滴的累積，楊明璋坦言《神異感通‧化利有情》的主要內容，

過去雖曾在期刊或者會議上發表，然而它並非只是眾多論文集結的冊本，專書仍有不

同的訴求旨意。首先，最明顯的差異在於，專著有主軸脈絡，章節有層次關聯，前後

增加「導論」與「結論」，以進行完整的主題論述。再者，書作能夠將期刊、會議論

文的背景介紹精簡陳述，讓原本無法暢所欲言之處可盡情表達。像是本書前三章探討

的「三聖僧」──寶誌、僧伽、萬迴，在石窟裡時可見三尊塑像併列，寫本也有將之

合抄一處者，實當作為一整體加以論述。不過，僅僅草擬三聖僧研究初稿，已高達

五、六萬字，超過許多論文發表的字數規定，因此只能分開發表，直到撰寫專書之

時，再加以修剪、增補，令他們擁有整體的脈絡。此外，專書能夠增補材料、校錄修

訂，呈現整理後的新成果。比如這次出版，將所有引述的敦煌文獻，又重新審閱了寫

本，全部校錄一遍，作了許多修改。而該書最後一篇附錄，討論敦煌本《天地開闢已

來帝王記》，雖與本書主題未有直接關係，但基於發現這篇文章的疏漏較多、修改幅

度較大，而過去的論文已經發表、難以抽換，所以透過書本出版，亦能夠提供學界最

新的研究結果。

　　楊明璋指出，學術專書為皓首窮經的研究精華，然而在競爭激烈的出版業市場，

其實相對艱辛。尤其像敦煌學這門學問，目前在台灣比較小眾，出版社見到這類論

題，容易視之為畏途。所以感謝人社中心有這項專書出版補助業務，促成了學術書籍

刊行的心願。

　　楊明璋笑說，隨著年齡增長，心靈慢慢成長，思想也隨之升華，自己的研究焦點

逐漸涉及信仰與宗教層面。過往關注較多的是以世俗聽眾為主的「俗講」，而未來寫

作計畫，則會深入連繫以僧人聽眾為主的「僧講」，探討通俗敘述與僧人敘述之間，

二者過渡情況與變化樞紐。

　　關於現前敦煌學的發展，他也分享了自己的觀察，指出近年敦煌的寫本學逐漸興

旺，而從文獻學角度審視，這幾年另一學科的寫本學研究也特別熱絡，那就是先秦兩

漢的簡帛學。兩者都以寫本為基礎，是宋元印刷術普及以前古人思想文化的主要記載

模式，因此雙方有許多部份其實可以進一步對話和合作。

　　不過楊明璋也想提醒，現在許多唐宋文學、宗教、歷史等研究，會援引一些敦煌

文獻作論述，一般學者較難直接閱讀一手的寫本，輾轉使用別人校錄成果是正常方

式。只是採取的成果，如1957年王重民等人校輯的《敦煌變文集》，屬於時代較早的

舊資料，應該可以改用較為近期的材料，像是黃徵、張涌泉1997年出版的《敦煌變文

校注》等等，而近年中國大陸也計畫整理敦煌變文全書。這些新的研究成果與工具

書，學者可以多加留意、強化資訊更新，不僅能豐富敦煌學的研究，同時更加精進唐

宋文化許多議題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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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任職於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的

楊明璋教授，曾榮獲科技部研究獎勵、政大

學術特優獎，是一位辛勤筆耕的學者。在

2016、2020年獲得人社中心「補助出版人文

學及社會科學專書」之獎助，分別出版《敷

演與捏合：敦煌通俗敘事文學的敘人體

物》、《神異感通化利有情：敦煌高僧傳讚

文獻研究》兩部專書，於敦煌學與通俗文學

的研究領域，有許多重要的學術成果。

考古與民俗的思路

　　楊明璋回憶自己踏上敦煌學的過程，與自己天生的性向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年紀

尚小時便對考古與民俗的訊息非常感興趣，喜歡閱讀這方面的新聞報導，並有蒐集剪

報的習慣。其中收藏一則莫高窟的介紹，內容包括精美的壁畫、彩塑，還有寫本上迥

異於一般文人作品的通俗詩句，這些文物經過千年，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讀臺灣師大國文系碩士班時，一開始修習許多甲骨文、金文、古音學等小學類

的專業，另也涉略了敦煌學、《詩經》、樂府詩等課程。而在諸多學習中，對於選擇

專一領域深入撰寫碩士學位論文，起初心中仍有些茫然，一直思索什麼方向，可以應

用小學的知識概念，研讀的文本又能接近生活一點，同時延續對考古、民俗的喜好？

循此脈絡，想到了潘重規教授的敦煌學課程。

　　當時潘教授已是學界德高望重、九十多歲的老師，而這門敦煌課，有兩個層面深

遠地影響楊明璋：第一個層面是研究前須細讀作品，甚至是「尚友古人」。課堂以傳

統方式教學，挑選敦煌變文，如〈伍子胥變文〉、〈王昭君變文〉等，要求學生課堂

上直接朗讀，再進行討論。此一模式看似古板瑣碎，然而經過一字一句地朗讀，其實

就是最為踏實地閱覽經驗，因為一開始內心須對文句有一些理解，才能順利地訴諸口

中音聲，一句一句誦念下去和古人產生共鳴。第二個層面則是學者的風采與魅力。潘

教授每次論及去法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大英圖書館考察敦煌寫本的經驗，此時臉龐上

所煥發的神情，只有「眉飛色舞」四個字能夠形容。這份精神氣象超越了時空的限

制，讓楊明璋欽佩不已，也令他體會到學者之恆常堅持又具有豐厚底蘊的特殊魅力。

　　因此，楊明璋於碩二下最後決定投入敦煌學研究，由於年事已高的老師不便收

徒，有幸拜政大中文羅宗濤教授為師。沒想到至今已將近二十五年，關懷焦點從通俗

詩歌至變文，再到儀式文學、佛教文學，一路走來，與年少時熱愛的考古、民俗愈走

愈契合。

專書出版的經驗談

　　說起敦煌，常常聯想到沙漠、駱駝、月牙泉，然而如果進一步探究，什麼是敦煌

學？總是披上一層異域的神秘面紗，讓人不太容易理解這門學科的詳細內容。楊明璋

表示：「敦煌學，是一門歷史的偶然被封閉，也是歷史的偶然被發現，幾重特殊因素

所形成的學問。」從前秦建元二年（366），僧人樂僔開鑿莫高窟第一個洞窟後，隋

唐時期是該地的繁華階段，元代之後減少興建走向沒落。清光緒二十六年

（1900），莫高窟道士王圓籙清理洞窟時，偶然發現石室內成千上萬的古代抄寫文

書，被之後前來探險的英國、法國、俄國考古學家陸續運往海外。因此二十世紀初，

敦煌學研究便逐漸於國際漢學發展，至今已超過百年。

　　這批已流散庋藏於世界各地的文物，包含當代很多不同的學科領域，比如文學、

藝術、宗教、語言、醫療等等，顯示了敦煌學的豐富內涵。楊明璋的研究徑路，主要

聚焦於文學部分，先後出版《敦煌文學與中國古代的諧隱傳統》、《敷演與捏合：敦

煌通俗敘事文學的敘人體物》、《神異感通‧化利有情：敦煌高僧傳讚文獻研究》三

部敦煌學著作，從早期關心變文、儀式文學，然後擴至物質文化之解釋，再到現在探

討宗教與文學之互涉，關注範圍有不同的開展。

敦煌學的現在與未來

　　今年一月，國家圖書館與聯經出版公司，完成籌備已久的合作，將館藏141個卷

號的敦煌文獻，以高解析圖像出版，公諸於世，嘉惠學者。楊明璋表示台灣所藏數量

雖然不多，但能很好地展現各方特色，像是有幾件佛教、道教文獻的孤本，還有少見

的日本寫經，是其所藏獨特之處。至於館藏《淨名經關中釋抄》，與英國、中國大陸

所藏文獻有雷同地方──皆有三界寺道真和尚的相關題記，可以支持莫高窟大量藏書

的原因，是為了寺院改造書庫而儲放文獻的觀點；此外館藏《盂蘭盆經講經文》，和

國外所藏寫本有所契合，這些都是能與其他國家庋藏敦煌文獻接軌之處。

　　1994年大英圖書館發起的「國際敦煌項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IDP)，此平台旨在蒐集四散世界各地的數位化敦煌文獻，台灣亦參與其中。楊明璋

解釋，我們整理敦煌文獻採取優先數位化，今年年初才正式出版高解析圖像的紙本書

籍，別的地區則多數先將館藏出版紙本書籍再數位化，次序上有所不同。因此，從書

籍資料角度檢視，這次國家圖書館的出版，可謂完成了敦煌文獻的最後一塊拼圖。

　　儘管現在有數位科技之便，以及完整的紙本圖書材料，楊明璋認為敦煌學研究仍

有許多辛苦之處。比如從初學者來論，過去能論述單一文類或單一主題，已經研究至

成熟階段。現在研究路徑，趨向結合寫本，進行跨學科的對話，因此，特別講究閱讀

一手寫本材料，而這項工作需仰賴基礎文獻學知識與識讀能力，於古代目錄、版本、

校勘等學問須有所了解，種種條件令初學者進入不易，人才培養產生一些困境。

　　以楊明璋個人經驗來論敦煌學研究難處，則是跨學科的對話需要花較多精力，除

了梳理大量文獻與圖像之外，像是早先處理婚嫁儀式、物質等議題，還要了解傳統禮

學、文化人類學、物質文化等，近期探索佛教僧人主題，亦需深入宗教史、思想史領

域。這些項目逐一突破後，敦煌文獻如何與傳世文本交流？也是他研究上面臨的另一

議題。比如敦煌文獻提到神異僧人萬迴，與和合仙有所連結，然而唐代之後著名的和

合仙，卻是寒山與拾得，此中的形象變化與差異，得從四川等它處石窟圖像，或其他

大量傳世小說、方志文獻等材料進行爬梳，經過時間沉澱與消化，才能逐步廓清這些

歷時性與共同性的的發展脈絡。

　　近期為本中心補助出版的《神異感通‧化利有情：敦煌高僧傳讚文獻研究》一

書，以敦煌寫本作為基礎，加入圖像討論，結合部分傳世文獻，並運用一些日本材

料，集中討論敦煌高僧傳贊文獻裡，具有神異事跡的僧人。全書以「傳說」和「信

仰」兩個概念貫穿首尾，它們彼此互相交涉，「傳說」反映了「信仰」，「信仰」又

會形塑「傳說」。他深入探討印度佛教神祇的抽象功德，如何疊加在唐宋僧人的血肉

身軀，逐漸地將凡人神聖化，進而和中華大地原有的概念結合，成為人們崇拜與傳頌

的對象。

　　學術成果是一點一滴的累積，楊明璋坦言《神異感通‧化利有情》的主要內容，

過去雖曾在期刊或者會議上發表，然而它並非只是眾多論文集結的冊本，專書仍有不

同的訴求旨意。首先，最明顯的差異在於，專著有主軸脈絡，章節有層次關聯，前後

增加「導論」與「結論」，以進行完整的主題論述。再者，書作能夠將期刊、會議論

文的背景介紹精簡陳述，讓原本無法暢所欲言之處可盡情表達。像是本書前三章探討

的「三聖僧」──寶誌、僧伽、萬迴，在石窟裡時可見三尊塑像併列，寫本也有將之

合抄一處者，實當作為一整體加以論述。不過，僅僅草擬三聖僧研究初稿，已高達

五、六萬字，超過許多論文發表的字數規定，因此只能分開發表，直到撰寫專書之

時，再加以修剪、增補，令他們擁有整體的脈絡。此外，專書能夠增補材料、校錄修

訂，呈現整理後的新成果。比如這次出版，將所有引述的敦煌文獻，又重新審閱了寫

本，全部校錄一遍，作了許多修改。而該書最後一篇附錄，討論敦煌本《天地開闢已

來帝王記》，雖與本書主題未有直接關係，但基於發現這篇文章的疏漏較多、修改幅

度較大，而過去的論文已經發表、難以抽換，所以透過書本出版，亦能夠提供學界最

新的研究結果。

　　楊明璋指出，學術專書為皓首窮經的研究精華，然而在競爭激烈的出版業市場，

其實相對艱辛。尤其像敦煌學這門學問，目前在台灣比較小眾，出版社見到這類論

題，容易視之為畏途。所以感謝人社中心有這項專書出版補助業務，促成了學術書籍

刊行的心願。

　　楊明璋笑說，隨著年齡增長，心靈慢慢成長，思想也隨之升華，自己的研究焦點

逐漸涉及信仰與宗教層面。過往關注較多的是以世俗聽眾為主的「俗講」，而未來寫

作計畫，則會深入連繫以僧人聽眾為主的「僧講」，探討通俗敘述與僧人敘述之間，

二者過渡情況與變化樞紐。

　　關於現前敦煌學的發展，他也分享了自己的觀察，指出近年敦煌的寫本學逐漸興

旺，而從文獻學角度審視，這幾年另一學科的寫本學研究也特別熱絡，那就是先秦兩

漢的簡帛學。兩者都以寫本為基礎，是宋元印刷術普及以前古人思想文化的主要記載

模式，因此雙方有許多部份其實可以進一步對話和合作。

　　不過楊明璋也想提醒，現在許多唐宋文學、宗教、歷史等研究，會援引一些敦煌

文獻作論述，一般學者較難直接閱讀一手的寫本，輾轉使用別人校錄成果是正常方

式。只是採取的成果，如1957年王重民等人校輯的《敦煌變文集》，屬於時代較早的

舊資料，應該可以改用較為近期的材料，像是黃徵、張涌泉1997年出版的《敦煌變文

校注》等等，而近年中國大陸也計畫整理敦煌變文全書。這些新的研究成果與工具

書，學者可以多加留意、強化資訊更新，不僅能豐富敦煌學的研究，同時更加精進唐

宋文化許多議題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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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任職於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的

楊明璋教授，曾榮獲科技部研究獎勵、政大

學術特優獎，是一位辛勤筆耕的學者。在

2016、2020年獲得人社中心「補助出版人文

學及社會科學專書」之獎助，分別出版《敷

演與捏合：敦煌通俗敘事文學的敘人體

物》、《神異感通化利有情：敦煌高僧傳讚

文獻研究》兩部專書，於敦煌學與通俗文學

的研究領域，有許多重要的學術成果。

考古與民俗的思路

　　楊明璋回憶自己踏上敦煌學的過程，與自己天生的性向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年紀

尚小時便對考古與民俗的訊息非常感興趣，喜歡閱讀這方面的新聞報導，並有蒐集剪

報的習慣。其中收藏一則莫高窟的介紹，內容包括精美的壁畫、彩塑，還有寫本上迥

異於一般文人作品的通俗詩句，這些文物經過千年，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讀臺灣師大國文系碩士班時，一開始修習許多甲骨文、金文、古音學等小學類

的專業，另也涉略了敦煌學、《詩經》、樂府詩等課程。而在諸多學習中，對於選擇

專一領域深入撰寫碩士學位論文，起初心中仍有些茫然，一直思索什麼方向，可以應

用小學的知識概念，研讀的文本又能接近生活一點，同時延續對考古、民俗的喜好？

循此脈絡，想到了潘重規教授的敦煌學課程。

　　當時潘教授已是學界德高望重、九十多歲的老師，而這門敦煌課，有兩個層面深

遠地影響楊明璋：第一個層面是研究前須細讀作品，甚至是「尚友古人」。課堂以傳

統方式教學，挑選敦煌變文，如〈伍子胥變文〉、〈王昭君變文〉等，要求學生課堂

上直接朗讀，再進行討論。此一模式看似古板瑣碎，然而經過一字一句地朗讀，其實

就是最為踏實地閱覽經驗，因為一開始內心須對文句有一些理解，才能順利地訴諸口

中音聲，一句一句誦念下去和古人產生共鳴。第二個層面則是學者的風采與魅力。潘

教授每次論及去法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大英圖書館考察敦煌寫本的經驗，此時臉龐上

所煥發的神情，只有「眉飛色舞」四個字能夠形容。這份精神氣象超越了時空的限

制，讓楊明璋欽佩不已，也令他體會到學者之恆常堅持又具有豐厚底蘊的特殊魅力。

　　因此，楊明璋於碩二下最後決定投入敦煌學研究，由於年事已高的老師不便收

徒，有幸拜政大中文羅宗濤教授為師。沒想到至今已將近二十五年，關懷焦點從通俗

詩歌至變文，再到儀式文學、佛教文學，一路走來，與年少時熱愛的考古、民俗愈走

愈契合。

專書出版的經驗談

　　說起敦煌，常常聯想到沙漠、駱駝、月牙泉，然而如果進一步探究，什麼是敦煌

學？總是披上一層異域的神秘面紗，讓人不太容易理解這門學科的詳細內容。楊明璋

表示：「敦煌學，是一門歷史的偶然被封閉，也是歷史的偶然被發現，幾重特殊因素

所形成的學問。」從前秦建元二年（366），僧人樂僔開鑿莫高窟第一個洞窟後，隋

唐時期是該地的繁華階段，元代之後減少興建走向沒落。清光緒二十六年

（1900），莫高窟道士王圓籙清理洞窟時，偶然發現石室內成千上萬的古代抄寫文

書，被之後前來探險的英國、法國、俄國考古學家陸續運往海外。因此二十世紀初，

敦煌學研究便逐漸於國際漢學發展，至今已超過百年。

　　這批已流散庋藏於世界各地的文物，包含當代很多不同的學科領域，比如文學、

藝術、宗教、語言、醫療等等，顯示了敦煌學的豐富內涵。楊明璋的研究徑路，主要

聚焦於文學部分，先後出版《敦煌文學與中國古代的諧隱傳統》、《敷演與捏合：敦

煌通俗敘事文學的敘人體物》、《神異感通‧化利有情：敦煌高僧傳讚文獻研究》三

部敦煌學著作，從早期關心變文、儀式文學，然後擴至物質文化之解釋，再到現在探

討宗教與文學之互涉，關注範圍有不同的開展。

敦煌學的現在與未來

　　今年一月，國家圖書館與聯經出版公司，完成籌備已久的合作，將館藏141個卷

號的敦煌文獻，以高解析圖像出版，公諸於世，嘉惠學者。楊明璋表示台灣所藏數量

雖然不多，但能很好地展現各方特色，像是有幾件佛教、道教文獻的孤本，還有少見

的日本寫經，是其所藏獨特之處。至於館藏《淨名經關中釋抄》，與英國、中國大陸

所藏文獻有雷同地方──皆有三界寺道真和尚的相關題記，可以支持莫高窟大量藏書

的原因，是為了寺院改造書庫而儲放文獻的觀點；此外館藏《盂蘭盆經講經文》，和

國外所藏寫本有所契合，這些都是能與其他國家庋藏敦煌文獻接軌之處。

　　1994年大英圖書館發起的「國際敦煌項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IDP)，此平台旨在蒐集四散世界各地的數位化敦煌文獻，台灣亦參與其中。楊明璋

解釋，我們整理敦煌文獻採取優先數位化，今年年初才正式出版高解析圖像的紙本書

籍，別的地區則多數先將館藏出版紙本書籍再數位化，次序上有所不同。因此，從書

籍資料角度檢視，這次國家圖書館的出版，可謂完成了敦煌文獻的最後一塊拼圖。

　　儘管現在有數位科技之便，以及完整的紙本圖書材料，楊明璋認為敦煌學研究仍

有許多辛苦之處。比如從初學者來論，過去能論述單一文類或單一主題，已經研究至

成熟階段。現在研究路徑，趨向結合寫本，進行跨學科的對話，因此，特別講究閱讀

一手寫本材料，而這項工作需仰賴基礎文獻學知識與識讀能力，於古代目錄、版本、

校勘等學問須有所了解，種種條件令初學者進入不易，人才培養產生一些困境。

　　以楊明璋個人經驗來論敦煌學研究難處，則是跨學科的對話需要花較多精力，除

了梳理大量文獻與圖像之外，像是早先處理婚嫁儀式、物質等議題，還要了解傳統禮

學、文化人類學、物質文化等，近期探索佛教僧人主題，亦需深入宗教史、思想史領

域。這些項目逐一突破後，敦煌文獻如何與傳世文本交流？也是他研究上面臨的另一

議題。比如敦煌文獻提到神異僧人萬迴，與和合仙有所連結，然而唐代之後著名的和

合仙，卻是寒山與拾得，此中的形象變化與差異，得從四川等它處石窟圖像，或其他

大量傳世小說、方志文獻等材料進行爬梳，經過時間沉澱與消化，才能逐步廓清這些

歷時性與共同性的的發展脈絡。

　　近期為本中心補助出版的《神異感通‧化利有情：敦煌高僧傳讚文獻研究》一

書，以敦煌寫本作為基礎，加入圖像討論，結合部分傳世文獻，並運用一些日本材

料，集中討論敦煌高僧傳贊文獻裡，具有神異事跡的僧人。全書以「傳說」和「信

仰」兩個概念貫穿首尾，它們彼此互相交涉，「傳說」反映了「信仰」，「信仰」又

會形塑「傳說」。他深入探討印度佛教神祇的抽象功德，如何疊加在唐宋僧人的血肉

身軀，逐漸地將凡人神聖化，進而和中華大地原有的概念結合，成為人們崇拜與傳頌

的對象。

　　學術成果是一點一滴的累積，楊明璋坦言《神異感通‧化利有情》的主要內容，

過去雖曾在期刊或者會議上發表，然而它並非只是眾多論文集結的冊本，專書仍有不

同的訴求旨意。首先，最明顯的差異在於，專著有主軸脈絡，章節有層次關聯，前後

增加「導論」與「結論」，以進行完整的主題論述。再者，書作能夠將期刊、會議論

文的背景介紹精簡陳述，讓原本無法暢所欲言之處可盡情表達。像是本書前三章探討

的「三聖僧」──寶誌、僧伽、萬迴，在石窟裡時可見三尊塑像併列，寫本也有將之

合抄一處者，實當作為一整體加以論述。不過，僅僅草擬三聖僧研究初稿，已高達

五、六萬字，超過許多論文發表的字數規定，因此只能分開發表，直到撰寫專書之

時，再加以修剪、增補，令他們擁有整體的脈絡。此外，專書能夠增補材料、校錄修

訂，呈現整理後的新成果。比如這次出版，將所有引述的敦煌文獻，又重新審閱了寫

本，全部校錄一遍，作了許多修改。而該書最後一篇附錄，討論敦煌本《天地開闢已

來帝王記》，雖與本書主題未有直接關係，但基於發現這篇文章的疏漏較多、修改幅

度較大，而過去的論文已經發表、難以抽換，所以透過書本出版，亦能夠提供學界最

新的研究結果。

　　楊明璋指出，學術專書為皓首窮經的研究精華，然而在競爭激烈的出版業市場，

其實相對艱辛。尤其像敦煌學這門學問，目前在台灣比較小眾，出版社見到這類論

題，容易視之為畏途。所以感謝人社中心有這項專書出版補助業務，促成了學術書籍

刊行的心願。

　　楊明璋笑說，隨著年齡增長，心靈慢慢成長，思想也隨之升華，自己的研究焦點

逐漸涉及信仰與宗教層面。過往關注較多的是以世俗聽眾為主的「俗講」，而未來寫

作計畫，則會深入連繫以僧人聽眾為主的「僧講」，探討通俗敘述與僧人敘述之間，

二者過渡情況與變化樞紐。

　　關於現前敦煌學的發展，他也分享了自己的觀察，指出近年敦煌的寫本學逐漸興

旺，而從文獻學角度審視，這幾年另一學科的寫本學研究也特別熱絡，那就是先秦兩

漢的簡帛學。兩者都以寫本為基礎，是宋元印刷術普及以前古人思想文化的主要記載

模式，因此雙方有許多部份其實可以進一步對話和合作。

　　不過楊明璋也想提醒，現在許多唐宋文學、宗教、歷史等研究，會援引一些敦煌

文獻作論述，一般學者較難直接閱讀一手的寫本，輾轉使用別人校錄成果是正常方

式。只是採取的成果，如1957年王重民等人校輯的《敦煌變文集》，屬於時代較早的

舊資料，應該可以改用較為近期的材料，像是黃徵、張涌泉1997年出版的《敦煌變文

校注》等等，而近年中國大陸也計畫整理敦煌變文全書。這些新的研究成果與工具

書，學者可以多加留意、強化資訊更新，不僅能豐富敦煌學的研究，同時更加精進唐

宋文化許多議題的探討。

　

「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申請受理時間：每年1月、7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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