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圆满法藏佛典汉译计划》 

藏文佛典翻译准则 

 

2019 年 6 月 6 日修订  

 

 

宗旨 

钦哲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致力于保存、翻译不同语言的佛典，以让现在及未来世代

的人，能以自己的母语接触佛陀的教言。 

 

为有效执行佛典汉译的工作，完成可普及流通的译作，并维持长期的译作数量，本基金会正

式推动「圆满法藏佛典汉译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期以奖助金方式资助怀抱共同愿景

的个人译者或翻译团队，共同完成这项殊胜的工作。 

 

「圆满法藏佛典汉译计划藏文佛典翻译准则」（以下简称本准则）旨在建立本计划与译者在

翻译相关工作上之共识。请译者依照本准则的规定完成译稿及相关数据的翻译、修订、校对

与交付；本准则未规定者，请译者咨询本计划审查委员。 

 

为使计划的成果得以普及流通，本计划预设的读者是高中教育程度以上、不懂藏文、有读经

经验，并希望理解更多佛典的佛教徒。因此，除了佛学奥义本身难以避免的理解门坎以外，

我们希望译者在构思表达方式时，尽可能的使文本易读，但又不过于口语。我们希望计划最

终的出版成果不仅兼顾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更是一份可亲近、利于推广的文本。 

 

 

适用对象 

有意申请本计划翻译奖助的个人译者或翻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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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典版本 

请依本计划提供之〈文件六 德格版电子大藏经数据库使用说明〉下载经论内容。 

 

藏典选译原则 

(一)  为使首次申请的译者便于选择文本，本计划提供「待译目录」及「建议优先翻译目

录」，前者乃是根据日本东北大学藏经目录所整理的待译经论，后者乃是从待译目录中

摘选与五部大论相关的印度学者与西藏译师的译作做为参考，由于熟悉这些藏译本的西

藏学者较多，也有较多学术研究成果，希望是属于比较容易处理的藏文底本。此外，这

两份目录均收录 24 位两岸知名藏汉学者根据各自对藏文佛典的认识所投下的票数结

果，可供译者参考。建议初次申请的译者能申请翻译学者投票数较多，篇幅不会太长，

能在一年内完成的经论。 

(二)  如果《甘珠尔》中某一部待译佛经在《丹珠尔》中也有待译的释论，本计划希望该经与

其衍生的论、疏、注释等文本可由同一译者或翻译团队负责。 

 

翻译原则 

(一)  翻译文体与风格 

译者请在传统佛经语言及现代书面语两者之中，自由选择其中一种自己能娴熟运用、并

适合所译文本内容的文体。而无论是采用传统佛经语言或者是现代书面语，我们都希望

您的译文尽可能的符合文意信实、清楚易懂、文笔典雅等三种标准。我们相信下列三种

作法有助于达成此项目标： 

1. 文意信实：咨询相关藏文或梵文专家或查找相关文献。 

2. 清楚易懂：参考引用西藏祖师大德的著作，选择易于理解的表达方式，或以注释补

充说明。 

3. 文笔典雅：在确认申请通过后，每次送交初审前，先与本基金会提供的润稿人员进

行半协同合作的译文润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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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于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存有隔阂，我们希望译者毋须为了完整直译藏文原文，而

牺牲了整体语意的理解；在翻译佛学名相时，也应尽量优先采用汉译约定俗成，或

易于读者理解的译词。相关细节请参考「译稿格式及内容」第 6、第 7 点，及「佛

学名相、专有名词及咒语翻译原则」。 

 

(二)  偈颂的翻译方式： 

1. 无论译者采用何种文体，原文的偈颂内容请仍依偈颂形式译出。若原文为七音节的

偈颂，则以五言或七言偈颂体译之，以此类推，并请保持工整。 

2. 若偈颂内容已简明易懂，则仅需翻译偈颂形式的译文。若偈颂内容不易理解，请译

者参考润稿者的意见，视需要于偈颂译文之后，另附现代书面语译文；或者，若审

查委员认为某些偈颂段落尚需增补现代书面语译文，也可能请译者补充。 

3. 佛典中安置偈颂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忆持及流通，在偈颂体的表达上，我们希望译者

用易于理解的方式翻译偈颂，亦即虽然保留偈颂的工整、短句、韵文等特色，但须

避免为了保持偈颂的用字精简及格式规整而扭曲文意、增漏内容。所以，译者可视

需要扩增句数，譬如由四句增为六句或八句。 

4. 偈颂的字数应保持统一。 

 

(三)  标点符号 

 请译者采用教育部《重订标点符号手册》中所订之全角标点符号分别句读。 

 

文本校勘原则 

本计划非属学术性质，我们所希望达成的计划成果亦以有利读者理解的译本为主。因此，译

者仅需处理基本的文本校勘，并须避免过多篇幅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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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稿格式及内容 

(一)  译稿格式： 

1. 请依计划提供之汉藏对照表格式完成译稿电子文件（word），并于藏文段首注记德

格版起始页码行数（如[3a2]代表第 3 贝叶 a 面第 2 行），每段不宜过长。并依原典

分卷，卷首另行起页。 

2. 译者所交付之译稿，请依计划所提供之汉藏对照表电子文件默认格式及相关附件为

准。 

 

(二)  译稿内容应依序为： 

经题、解题、目次、内文科判、礼敬文、主文、注释、名相对照与参考文献。 

 

以下详述各项之内容： 

1. 经题： 

1.1 经题形式：经题依以下格式栏出 

梵语曰：Maitrī-sūtra 

藏语曰：བྱམས་པའི་མདོ། （ Byams-paḥi mdo）  

汉语曰：慈氏经 

1.2 经题翻译：本计划所提供之经录来源为日本东北大学藏经目录，仅供参考。译

者应依藏文经题之原意进行易理解的经题翻译。若经题汉译后字数较长，请于

经题处另附简称之经题，例如《圣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解说．现观庄严光

明》(完整翻译)，可缩略为《现观庄严光明》，并加注说明缩略之经题为译者

的选择。 

2. 解题： 

2.1 解题内容包括经论文主旨要义、内容大纲，及作者、译者基本背景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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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若有相近或相关的汉译本，或梵文、巴利语的文本数据，请译者列出包括经

题、译者、经号等相关资料。 

例如：藏文经典 དམ་ཆོས་པད་ྨདཀར་པོ།依藏文译为《正法白莲花经》，注释中说明相当于

汉译的《妙法莲华经》，相关汉译本为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CBETA, 

T09, no. 262）、竺法护译《正法华经》（CBETA, T09, no. 263）、《添品妙法莲

华经》（CBETA, T09, no. 264）、佚名译《萨昙分陀利经》CBETA, T09, no. 

265）。 

3. 目次： 

依品名或内文科判制作大纲式的简要目次。 

4. 内文科判： 

4.1  所有科判均须在内文中作成标题形式。若原文已有科判者，应有藏汉对照；若

原文无科判者，译者可视需要自行决定是否增列汉文科判。 

4.2 请以数字标示科判子目之序号，例如：1，1.1，1.1.1。 

5. 礼敬文： 

请完整保留藏文译者之礼敬文。 

6. 主文： 

为利读者区辨，若译者为使译文文意完整或流畅，而补充原文以外的字词，请补充

于全角方括号〔〕内。例如：「……  当〔这位比丘〕考察〔如来〕时，便这样了

知：『那些眼和耳所能识别的污秽法，如来没有。』」1 

7. 注释： 

7.1 注释请使用連续编号之随页注。 

7.2 若计划提供之德格版藏典与其他版本有差异，而译者采用其他版本的用字，请

附注说明。例如：此处藏文德格版做「དག」，北京版做「བདག」，译文采北京版

「བདག」。 

                                                
1
  原文出处 MN 47, I 317-320（Vīmaṃsaka Sutra，思察经），译文摘自蔡奇林等编译，《从修行到解脱——巴

利佛典选集》，页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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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译者若有新增科判内容、对错误的科判顺序进行调整或缩减经题者，均须在注

释中说明非翻译自藏文佛典。 

7.4  在译稿当中，若有字面上难以理解的文意、佛学名相、专有名词、义理等内

容，请以加注方式引用有利于读者理解之相关注疏或文献，但不宜做繁复或过

多篇幅的学术批注。 

7.5  注释若有引用汉译大藏经数据，可采中文或 CBETA 叙述。例如： 

  《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正藏》册 10，第 279 号，页 299 中 16。  

《大方广佛华严经》，CBETA, T10, no. 279, p. 299b16。  

7.6  注释若有引用藏文大藏经数据，请以下列方式叙述： 

《འཕགས་པ་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བརྒྱད་སོང་པ།》tohoku.12/ t_sde_dge,vol.33,p.1b2 

《འཕགས་པ་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བརྒྱད་སོང་པ།》dpe sdur ma,no.3015, vol.50,p.5L4. 

7.7  注释若有援引参考文献，第一次引用应注明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年

代、页数。第二次以后请省略出版资料。例如： 

李志夫，《摩诃止观之研究》，台北：法鼓文化，2001 年，页 150-151。 

李志夫，《摩诃止观之研究》，页 160。 

7.8  译者若援用德格版电子大藏经数据库工作小组之校勘建议，请根据数据库使用

说明，以注释注明引用出处。 

7.9  如藏文原典中有疑难文句是译者暂时无法处理的，请在初稿中加注说明，以利

审查委员提供翻译上的建议。 

8. 名相对照： 

译稿完成时，请一并附上名相对照表。名相对照无须列出传统汉译中已约定成俗的

名相，应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自创或查找相关数据才确认的译词为主。相关细

节请参考第八条「佛学名相、专有名词及咒语翻译的原则」。 

9. 参考文献：列举相关之重要文献。 

9.1  参考文献格式： 

a. 引用汉译大藏经数据时，可采中文或 CBETA 叙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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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正藏》册 10，第 279 号。  

 《大方广佛华严经》，CBETA, T10, no. 279。  

b. 引用藏文大藏经数据时，请以下列方式叙述。例如： 

 《འཕགས་པ་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བརྒྱད་སོང་པ།》tohoku.12/ t_sde_dge,vol.33. 

 《འཕགས་པ་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བརྒྱད་སོང་པ།》dpe sdur ma,no.3015, vol.50. 

c. 专书格式：作者（年代）。书名。出版地：出版社。 

 例如：林崇安编着（2010）。《宝性论和如来藏的要义》，桃园：内观教育基

金财团法人。 

d. 期刊格式：作者（年代）。论文名称，期刊名称及期数，页数范围。 

 例如：孙悟湖（2013）。〈西藏佛教前弘期「顿渐之诤」再考释〉，《世界宗

教研究》4，页 51-61。 

e. 电子书或网页格式：作者/单位。电子书名/篇名。网站名称，网址（浏览时

间）。 

 例如：全知麦彭仁波切着，堪布益西彭措译。《如来藏大纲和他空狮吼论讲

记》电子版。显密佛网，http://www.xianmifw.com/liudabaoku/ml.html

（2018/04/10）。 

 中华民国密宗萨迦文殊佛学会。〈萨迦派道果法的内容〉。

http://www.hhtwcenter.org/text/text/text_2.htm（2018/06/20）。 

9.2  书目排序：引用大藏经时，各部佛典依经号排序；引用其他参考文献时，以作

者姓名作为书目排序标准：中、日文书以作者姓氏之笔划排序，英文书以作者

姓氏（A、B、C……）排序，藏文书以作者名之基字（ཀ་ཁ་ག་ང་་་་་་་）排序，如

འཇིགས་བྲལ་ཡེ་ཤེས་རོ་ར།ེ排在 མི་ཕམ།之前面。 

 

 

佛学名相、专有名词及咒语翻译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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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佛学名相： 

在同一经论中，与义理相关的佛学名相请尽量选用汉译佛典约定俗成的同一译词，并避

免古奥艰涩的译词，以免造成读者阅读上的困难。若援用汉译佛典中不常见之佛学名

相，请加注说明译词出处。若必须使用不同于古译之名相，请注明译词出处及对照的藏

文， 

例如：《ཚད་མའི་བསན་བཅོས་རིགས་པ་ལ་འཇུག་པ》 

ཕོགས་ཀི་ཆོས་ཀི་ལོས་གཞི་ལ་ཡོད་པ་དང༌། མཐུན་ཕོགས་ལ་ཡོད་པ་དང༌། མི་མཐུན་ཕོགས་ལ་མདེ་པའོ། ། 

《因明入正理论》：「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异品遍无性」(CBETA, T32, no. 1630, 

p. 11b6-7) 

 

例如：《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སོང་ཕྲག་ཉི་ཤུ་ལྔ་པ་》：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ན་མེད་པར་འཇུག་པར་འདདོ་པ་དང༌། 

《般若波罗蜜多二万五千合论》：欲入菩萨无过失（注 1）， 

注 1：梵文：bodhisattvanyāmam avakramitukāma, 藏文：byang chub sems dpa'i skyon med 

par 'jug par 'dod pa, 对应汉译经文，竺法护译「欲入寂然」，无罗叉、鸠摩罗什皆译

「欲上菩萨位」，玄奘译「欲入菩萨正性离生」，释如石译「想要入菩萨无过失」，

前揭书 p.363，今依藏文仿如石译。 

 

当译者采用现代书面语文体，若遇有佛学名相，译者可根据行文需要而沿用传统汉译名

相，或用现代书面语来翻译。译者可参考下列处理方式： 

1. 若该名相本身意义简明，或已为现代通用，直接融入白话译文时不影响读者阅读理

解，译者可径行采用。例如：烦恼、智慧。 

2. 若该名相翻译后，白话内容简明，可融于其他内容而不突兀，则直接白话翻译。译

者并在该词汇第一次出现时，以注释说明此处原本的藏文词汇意思，以及可对应的

传统汉译名相。例如：ཀུན་སོང་།传统译为「等起」， 现代书面语可译为「动机」。 

3. 若该名相翻译后，文义内容篇幅较长，为避免全文出现冗长而重复的描述，请译

者在译文中选用汉译佛典中约定俗成或较广为流通的文言词汇，并请注释说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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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原本的藏文词汇或字句的直译内容，并解释该汉译名相的意思。例如：遍计所执

或遍计执。 

 

(二) 专有名词： 

人名和地名等音译的专有名词，译词抉择之优先级如下： 

1. 请尽量采用汉译佛典约定俗成的译词，若因传统译词艰涩古奥，或不适用于译者使

用的翻译文体等因素，则毋需坚持采用汉译佛典约定俗成的译词。 

2. 若译者援用其他译者之翻译，须以注释加注译词出处及对照的藏文。 

3. 若译者自行翻译专有名词，当该音译的专有名词以藏文意译为佳时，请用藏文意

译，并加注约定俗成的传统汉译及藏文，若无约定俗成的传统汉译，则依藏文音

译，并加注藏文。 

 

(三)  咒音汉译： 

译者汉译咒音时，请统一参考 2001 年嘉丰出版社出版，林光明编《新编大藏全咒》附

录之〈梵藏汉拼音对照表〉。译者如有需要，请来信本计划工作小组索取经授权之对照

表档案。 

 

译者署名及翻译日期 

(一)  所有译者应以其本名署名，如果译者为出家僧人，请在法名后标示本名。例如：释般若

（王明明）。 

(二) 本计划采用汉译佛典之传统惯例将著者/译者放在译文前方，但也保留藏文佛典之传统

格式，将藏文原文之著者/译者/重译者/主校者等内容依照原典依次放置译文末端。 

(三)  翻译过程中曾经协助润稿、审查、与咨询工作之人名，在当事人同意下，也将列于译文

末端。 

(四)  翻译日期以公元年月日的顺序写于译者署名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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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稿及相关资料之翻译、交付、修订与校对 

(一)  译者于申请时自定义每月及翻译期间之翻译进度，并应配合本计划润稿委员及审查委员

之建议，如期完成译稿与相关数据之交付与修订。译者拟定每月翻译进度时，除考虑翻

译速度之外，建议也将后续润审过程所需修改之时间纳入考虑。 

1. 译稿送交润稿前，将由编审小组先确认译稿质量，是为初审；若初审判定尚须修改

者，请于一周内根据编审小组之建议完成修订。 

2. 译稿通过初审后，由译者与润稿委员合作，于两周内完成润稿。 

3. 译稿送交内审委员二审后之修改，应于一个月内完成。 

4. 译稿送交外审委员三审后之修改，应于一个月内完成。 

 

(二) 译者交付数据内容包括藏汉对照译作完稿之电子版（pdf、word 档案各一份），以及为

出版复制原稿中之引用、照片、插图、图纸、图表、地图和索引所需之第三方授权正式

文件。 

 

(三)  在译作第一次出版前，译者需无偿担任最后定稿之校对。 

 

(四)  译着经刊行后，本计划工作人员将汇整各界回馈意见。若译文内容须作修正，译者应配

合做必要之修订，不另支付稿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