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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法藏佛典漢譯計劃》 

藏文佛典翻譯準則 

 

2019 年 6 月 6 日修訂  

 

 

宗旨 

欽哲基金會（以下簡稱本基金會）致力於保存、翻譯不同語言的佛典，以讓現在及未來世代

的人，能以自己的母語接觸佛陀的教言。 

 

為有效執行佛典漢譯的工作，完成可普及流通的譯作，並維持長期的譯作數量，本基金會正

式推動「圓滿法藏佛典漢譯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期以獎助金方式資助懷抱共同願景

的個人譯者或翻譯團隊，共同完成這項殊勝的工作。 

 

「圓滿法藏佛典漢譯計畫藏文佛典翻譯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旨在建立本計畫與譯者在

翻譯相關工作上之共識。請譯者依照本準則的規定完成譯稿及相關資料的翻譯、修訂、校對

與交付；本準則未規定者，請譯者諮詢本計畫審查委員。 

 

為使計畫的成果得以普及流通，本計畫預設的讀者是高中教育程度以上、不懂藏文、有讀經

經驗，並希望理解更多佛典的佛教徒。因此，除了佛學奧義本身難以避免的理解門檻以外，

我們希望譯者在構思表達方式時，盡可能的使文本易讀，但又不過於口語。我們希望計畫最

終的出版成果不僅兼顧信、達、雅的翻譯標準，更是一份可親近、利於推廣的文本。 

 

 

適用對象 

有意申請本計畫翻譯獎助的個人譯者或翻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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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典版本 

請依本計畫提供之〈文件六 德格版電子大藏經資料庫使用說明〉下載經論內容。 

 

藏典選譯原則 

(一)  為使首次申請的譯者便於選擇文本，本計畫提供「待譯目錄」及「建議優先翻譯目

錄」，前者乃是根據日本東北大學藏經目錄所整理的待譯經論，後者乃是從待譯目錄中

摘選與五部大論相關的印度學者與西藏譯師的譯作做為參考，由於熟悉這些藏譯本的西

藏學者較多，也有較多學術研究成果，希望是屬於比較容易處理的藏文底本。此外，這

兩份目錄均收錄 24 位兩岸知名藏漢學者根據各自對藏文佛典的認識所投下的票數結

果，可供譯者參考。建議初次申請的譯者能申請翻譯學者投票數較多，篇幅不會太長，

能在一年內完成的經論。 

(二)  如果《甘珠爾》中某一部待譯佛經在《丹珠爾》中也有待譯的釋論，本計畫希望該經與

其衍生的論、疏、注釋等文本可由同一譯者或翻譯團隊負責。 

 

翻譯原則 

(一)  翻譯文體與風格 

譯者請在傳統佛經語言及現代書面語兩者之中，自由選擇其中一種自己能嫻熟運用、並

適合所譯文本內容的文體。而無論是採用傳統佛經語言或者是現代書面語，我們都希望

您的譯文盡可能的符合文意信實、清楚易懂、文筆典雅等三種標準。我們相信下列三種

作法有助於達成此項目標： 

1. 文意信實：諮詢相關藏文或梵文專家或查找相關文獻。 

2. 清楚易懂：參考引用西藏祖師大德的著作，選擇易於理解的表達方式，或以注釋補

充說明。 

3. 文筆典雅：在確認申請通過後，每次送交初審前，先與本基金會提供的潤稿人員進

行半協同合作的譯文潤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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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於不同的語言文化之間存有隔閡，我們希望譯者毋須為了完整直譯藏文原文，而

犧牲了整體語意的理解；在翻譯佛學名相時，也應盡量優先採用漢譯約定俗成，或

易於讀者理解的譯詞。相關細節請參考「譯稿格式及內容」第 6、第 7 點，及「佛

學名相、專有名詞及咒語翻譯原則」。 

 

(二)  偈頌的翻譯方式： 

1. 無論譯者採用何種文體，原文的偈頌內容請仍依偈頌形式譯出。若原文為七音節的

偈頌，則以五言或七言偈頌體譯之，以此類推，並請保持工整。 

2. 若偈頌內容已簡明易懂，則僅需翻譯偈頌形式的譯文。若偈頌內容不易理解，請譯

者參考潤稿者的意見，視需要於偈頌譯文之後，另附現代書面語譯文；或者，若審

查委員認為某些偈頌段落尚需增補現代書面語譯文，也可能請譯者補充。 

3. 佛典中安置偈頌的目的是為了方便憶持及流通，在偈頌體的表達上，我們希望譯者

用易於理解的方式翻譯偈頌，亦即雖然保留偈頌的工整、短句、韻文等特色，但須

避免為了保持偈頌的用字精簡及格式規整而扭曲文意、增漏內容。所以，譯者可視

需要擴增句數，譬如由四句增為六句或八句。 

4. 偈頌的字數應保持統一。 

 

(三)  標點符號 

 請譯者採用教育部《重訂標點符號手冊》中所訂之全形標點符號分別句讀。 

 

文本校勘原則 

本計畫非屬學術性質，我們所希望達成的計畫成果亦以有利讀者理解的譯本為主。因此，譯

者僅需處理基本的文本校勘，並須避免過多篇幅的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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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稿格式及內容 

(一)  譯稿格式： 

1. 請依計畫提供之漢藏對照表格式完成譯稿電子檔（word），並於藏文段首註記德格

版起始頁碼行數（如[3a2]代表第 3 貝葉 a 面第 2 行），每段不宜過長。並依原典分

卷，卷首另行起頁。 

2. 譯者所交付之譯稿，請依計畫所提供之漢藏對照表電子檔預設格式及相關附件為

準。 

 

(二)  譯稿內容應依序為： 

經題、解題、目次、內文科判、禮敬文、主文、注釋、名相對照與參考文獻。 

 

以下詳述各項之內容： 

1. 經題： 

1.1 經題形式：經題依以下格式列出 

梵語曰：Maitrī-sūtra 

藏語曰：བྱམས་པའི་མདོ། （ Byams-paḥi mdo）  

漢語曰：慈氏經 

1.2 經題翻譯：本計畫所提供之經錄來源為日本東北大學藏經目錄，僅供參考。譯

者應依藏文經題之原意進行易理解的經題翻譯。若經題漢譯後字數較長，請於

經題處另附簡稱之經題，例如《聖般若波羅蜜多八千（頌）解說．現觀莊嚴光

明》(完整翻譯)，可縮略為《現觀莊嚴光明》，並加註說明縮略之經題為譯者

的選擇。 

2. 解題： 

2.1 解題內容包括經論文主旨要義、內容大綱，及作者、譯者基本背景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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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若有相近或相關的漢譯本，或梵文、巴利語的文本資料，請譯者列出包括經

題、譯者、經號等相關資料。 

例如：藏文經典 དམ་ཆོས་པད་ྨདཀར་པོ།依藏文譯為《正法白蓮花經》，註釋中說明相當於

漢譯的《妙法蓮華經》，相關漢譯本為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CBETA, 

T09, no. 262）、竺法護譯《正法華經》（CBETA, T09, no. 263）、《添品妙法蓮

華經》（CBETA, T09, no. 264）、佚名譯《薩曇分陀利經》CBETA, T09, no. 

265）。 

3. 目次： 

依品名或內文科判製作大綱式的簡要目次。 

4. 內文科判： 

4.1  所有科判均須在內文中作成標題形式。若原文已有科判者，應有藏漢對照；若

原文無科判者，譯者可視需要自行決定是否增列漢文科判。 

4.2 請以數字標示科判子目之序號，例如：1，1.1，1.1.1。 

5. 禮敬文： 

請完整保留藏文譯者之禮敬文。 

6. 主文： 

為利讀者區辨，若譯者為使譯文文意完整或流暢，而補充原文以外的字詞，請補充

於全形方括弧〔〕內。例如：「……  當〔這位比丘〕考察〔如來〕時，便這樣了

知：『那些眼和耳所能識別的污穢法，如來沒有。』」1 

7. 注釋： 

7.1 注釋請使用連續編號之隨頁註。 

7.2 若計畫提供之德格版藏典與其他版本有差異，而譯者採用其他版本的用字，請

附註說明。例如：此處藏文德格版做「དག」，北京版做「བདག」，譯文採北京版

「བདག」。 

                                                
1
  原文出處 MN 47, I 317-320（Vīmaṃsaka Sutra，思察經），譯文摘自蔡奇林等編譯，《從修行到解脫——巴

利佛典選集》，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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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譯者若有新增科判內容、對錯誤的科判順序進行調整或縮減經題者，均須在注

釋中說明非翻譯自藏文佛典。 

7.4  在譯稿當中，若有字面上難以理解的文意、佛學名相、專有名詞、義理等內

容，請以加註方式引用有利於讀者理解之相關注疏或文獻，但不宜做繁複或過

多篇幅的學術註解。 

7.5  注釋若有引用漢譯大藏經資料，可採中文或 CBETA 敘述。例如：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299 中 16。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99b16。  

7.6  注釋若有引用藏文大藏經資料，請以下列方式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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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若有援引參考文獻，第一次引用應註明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年

代、頁數。第二次以後請省略出版資料。例如： 

李志夫，《摩訶止觀之研究》，臺北：法鼓文化，2001 年，頁 150-151。 

李志夫，《摩訶止觀之研究》，頁 160。 

7.8  譯者若援用德格版電子大藏經資料庫工作小組之校勘建議，請根據資料庫使用

說明，以注釋註明引用出處。 

7.9  如藏文原典中有疑難文句是譯者暫時無法處理的，請在初稿中加註說明，以利

審查委員提供翻譯上的建議。 

8. 名相對照： 

譯稿完成時，請一併附上名相對照表。名相對照無須列出傳統漢譯中已約定成俗的

名相，應以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必須自創或查找相關資料才確認的譯詞為主。相關細

節請參考第八條「佛學名相、專有名詞及咒語翻譯的原則」。 

9. 參考文獻：列舉相關之重要文獻。 

9.1  參考文獻格式： 

a. 引用漢譯大藏經資料時，可採中文或 CBETA 敘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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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b. 引用藏文大藏經資料時，請以下列方式敘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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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書格式：作者（年代）。書名。出版地：出版社。 

 例如：林崇安編著（2010）。《寶性論和如來藏的要義》，桃園：內觀教育基

金財團法人。 

d. 期刊格式：作者（年代）。論文名稱，期刊名稱及期數，頁數範圍。 

 例如：孫悟湖（2013）。〈西藏佛教前弘期「頓漸之諍」再考釋〉，《世界宗

教研究》4，頁 51-61。 

e. 電子書或網頁格式：作者/單位。電子書名/篇名。網站名稱，網址（瀏覽時

間）。 

 例如：全知麥彭仁波切著，堪布益西彭措譯。《如來藏大綱和他空獅吼論講

記》電子版。顯密佛網，http://www.xianmifw.com/liudabaoku/ml.html

（2018/04/10）。 

 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薩迦派道果法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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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書目排序：引用大藏經時，各部佛典依經號排序；引用其他參考文獻時，以作

者姓名作為書目排序標準：中、日文書以作者姓氏之筆劃排序，英文書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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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འཇིགས་བྲལ་ཡེ་ཤེས་རོ་ར།ེ排在 མི་ཕམ།之前面。 

 

 

佛學名相、專有名詞及咒語翻譯原則 

(一)  佛學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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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經論中，與義理相關的佛學名相請盡量選用漢譯佛典約定俗成的同一譯詞，並避

免古奧艱澀的譯詞，以免造成讀者閱讀上的困難。若援用漢譯佛典中不常見之佛學名

相，請加註說明譯詞出處。若必須使用不同於古譯之名相，請註明譯詞出處及對照的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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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明入正理論》：「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異品遍無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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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若波羅蜜多二萬五千合論》：欲入菩薩無過失（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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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 'jug par 'dod pa, 對應漢譯經文，竺法護譯「欲入寂然」，無羅叉、鳩摩羅什皆譯

「欲上菩薩位」，玄奘譯「欲入菩薩正性離生」，釋如石譯「想要入菩薩無過失」，

前揭書 p.363，今依藏文仿如石譯。 

 

當譯者採用現代書面語文體，若遇有佛學名相，譯者可根據行文需要而沿用傳統漢譯名

相，或用現代書面語來翻譯。譯者可參考下列處理方式： 

1. 若該名相本身意義簡明，或已為現代通用，直接融入白話譯文時不影響讀者閱讀理

解，譯者可逕行採用。例如：煩惱、智慧。 

2. 若該名相翻譯後，白話內容簡明，可融於其他內容而不突兀，則直接白話翻譯。譯

者並在該詞彙第一次出現時，以注釋說明此處原本的藏文詞彙意思，以及可對應的

傳統漢譯名相。例如：ཀུན་སོང་།傳統譯為「等起」， 現代書面語可譯為「動機」。 

3. 若該名相翻譯後，文義內容篇幅較長，為避免全文出現冗長而重複的描述，請譯者

在譯文中選用漢譯佛典中約定俗成或較廣為流通的文言詞彙，並請注釋說明此處

原本的藏文詞彙或字句的直譯內容，並解釋該漢譯名相的意思。例如：遍計所執



  

 

9 

或遍計執。 

 

(二) 專有名詞： 

人名和地名等音譯的專有名詞，譯詞抉擇之優先順序如下： 

1. 請盡量採用漢譯佛典約定俗成的譯詞，若因傳統譯詞艱澀古奧，或不適用於譯者使

用的翻譯文體等因素，則毋需堅持採用漢譯佛典約定俗成的譯詞。 

2. 若譯者援用其他譯者之翻譯，須以注釋加註譯詞出處及對照的藏文。 

3. 若譯者自行翻譯專有名詞，當該音譯的專有名詞以藏文意譯為佳時，請用藏文意

譯，並加註約定俗成的傳統漢譯及藏文，若無約定俗成的傳統漢譯，則依藏文音

譯，並加註藏文。 

 

(三)  咒音漢譯： 

譯者漢譯咒音時，請統一參考 2001 年嘉豐出版社出版，林光明編《新編大藏全咒》附

錄之〈梵藏漢拼音對照表〉。譯者如有需要，請來信本計畫工作小組索取經授權之對照

表檔案。 

 

譯者署名及翻譯日期 

(一)  所有譯者應以其本名署名，如果譯者為出家僧人，請在法名後標示本名。例如：釋般若

（王明明）。 

(二) 本計畫採用漢譯佛典之傳統慣例將著者/譯者放在譯文前方，但也保留藏文佛典之傳統

格式，將藏文原文之著者/譯者/重譯者/主校者等內容依照原典依次放置譯文末端。 

(三)  翻譯過程中曾經協助潤稿、審查、與諮詢工作之人名，在當事人同意下，也將列於譯文

末端。 

(四)  翻譯日期以西元年月日的順序寫於譯者署名之後。 

 

譯稿及相關資料之翻譯、交付、修訂與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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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譯者於申請時自訂每月及翻譯期間之翻譯進度，並應配合本計畫潤稿委員及審查委員之

建議，如期完成譯稿與相關資料之交付與修訂。譯者擬定每月翻譯進度時，除考慮翻譯

速度之外，建議也將後續潤審過程所需修改之時間納入考量。 

1. 譯稿送交潤稿前，將由編審小組先確認譯稿品質，是為初審；若初審判定尚須修改

者，請於一週內根據編審小組之建議完成修訂。 

2. 譯稿通過初審後，由譯者與潤稿委員合作，於兩週內完成潤稿。 

3. 譯稿送交內審委員二審後之修改，應於一個月內完成。 

4. 譯稿送交外審委員三審後之修改，應於一個月內完成。 

 

(二) 譯者交付資料內容包括藏漢對照譯作完稿之電子版（pdf、word 檔案各一份），以及為

出版複製原稿中之引用、照片、插圖、圖紙、圖表、地圖和索引所需之第三方授權正式

文件。 

 

(三)  在譯作第一次出版前，譯者需無償擔任最後定稿之校對。 

 

(四)  譯著經刊行後，本計畫工作人員將彙整各界回饋意見。若譯文內容須作修正，譯者應配

合做必要之修訂，不另支付稿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