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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法藏佛典汉译计划》 

藏文佛典翻译准则 
 

2020 年 7 月 30 日修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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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让现在及未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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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编审委员会协力，以协作翻译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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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利校对、修订与编辑工作的进行，请译者按照本准则的规定完

成译稿及相关数据的翻译、修订、校对与交付。若遇未明载于本准则者，请译者咨询本计划

编审委员(info@ymfz.org)。 

 

本计划翻译设定的目标读者为一般信众，因此我们希望提供的是一份利于大众理解，兼顾

「信实」和「通达」的译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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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称为申请者或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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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所采用的藏文经典版本 

 

请依本计划提供之〈檔六  德格版电子大藏经数据库使用说明〉下载经论内容。 

 

四 藏典选择原则 

 

（一） 本计划提供一个《待译目录》，请译者在其中自行选题，进行翻译。（请参考我们

的网页中的「成为译者」一栏。） 

（二） 本计划同时提供一个《建议翻译目录》，该目录中的作品是我们建议译者优先关注

的。（请参考我们的网页中的「成为译者」一栏。） 

 

五 翻译原则 

 

（一） 关于翻译信实与达意 

盼望译者们充分运用资源，尽可能达成译文信实与畅达的预期目标： 

1. 译文信实：咨询相关佛学专家、藏文专家或梵文专家，充分参考相关文献。 

2. 清晰易懂：避免译语冗赘，遇费解处应以适度的注释补充说明。 

 

（二） 偈颂的翻译方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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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尽可能以易

于理解的方式翻译偈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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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经

审查委员会要求另附现代书面语译文者，敬请检附现代书面语译文。 

 

（三） 佛学名相与专有名词 

1. 关于佛学名相、人名和地名等的专有名词，译词抉择之优先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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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请尽量采用汉译佛典约定俗成的译词。 

乙、 若译者援用其他既有译法，请加注出处。所采用之另译应编入《名相对照

表》。 

丙、 若译者自行新译专有名相，当以意译为先，音译次之。新译名相需编入《名

相对照表》。新译名相在译文中第一次出现时，需加注说明其原文以及既有

约定俗成的传统汉译（若有）。 

2. 在同一译作中，相同的名相在无大不同的应用语景中应保持同一译词。如有特殊情

况需要更译，请给予理由说明。 

 

（四） 咒音汉译 

译者如有需要，可来信本计划工作小组索取汉音译对照表。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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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标记 

译者若于特定名相、词汇、段落，以及义理或表述方式有疑义（例如出现突兀的词句或

者前后文义不符的情形），虽经努力犹未能释疑者，请将疑义处以明显的方式标记，本

计划之审查委员将尽力就未能确定处与译者讨论较合适的处理方式。 

 

六 译稿格式及内容 

（一） 版面格式及文件类型： 

1. 字型（建议使用）。 

甲、 中文：使用 Microsoft JhengHei（正黑型），字号 12. 

乙、 西语：使用 Gandhari Unicode，字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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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藏文：使用 Microsoft Himalaya，字号 18. （由于本计划是以藏汉翻译为主要

任务，除作品名转写部分等特定内容以外，其他藏文不采用学术传统之西语

转写体方式。） 

丁、 梵文，巴利文：使用 IAST 罗马转写体。字型及字号参同西语规语规定。 

2. 页码。采用页下、中央、全文连续的页码方式。 

3. 所译原文和译文，以逐段对应、上下排例的方式。排列顺序如下： 

[段落序号] 

藏文本 

梵文本（如有。如译者是主依梵本而译，则必需要在此出示梵文原本。） 

汉译本 

4. 于每段藏文段首注记德格版起始页码行数（如：3a2 表示第 3 贝叶 a 面第 2 行）。 

5. 于每段梵文段首（若有）注记所使用版本起始页码行数（如：010-25 表示第 10 第 25

行） 

6. 各个单元分段不宜过长。并依原典分卷，卷首另行起页。 

7. 译者所交付之译稿，请依计划所提供之电子文件默认格式及相关附件为准。（请于

圆满法藏．佛典汉译官方网站的「成为译者」栏目下载〈文件七 圆满法藏佛典汉

译 计 划 申 请 案 _ 解 题 与 汉 藏 对 照 表 范 例  (WORD/PDF format) 〉 网 址 ：

https://www.ymfz.org/become_translator/） 

（二） 行号 

1. 译稿全文需标记逐行行号。 

2. 每页行号重新排序。 

3. 行号置于正文左侧。 

（三） 缩略语使用 

1. 通用缩略语使用： 

ACIP 表示 Asian Classics Input Project 

BDRC 表示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 

BJ 表示藏文《中华大藏经》对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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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表示卓尼版 

D 表示德格版 

G 表示金写版 

N 表示纳塘版 

p. 表示页 

P 表示北京版 

pp. 表示连续的多页 

T 表示《大正藏》 

vol. 表示册 

2. 特殊缩略言使用：其他独立的专业缩略语，译者请参照学术惯例使用，并以专列《缩

略语》加以说明，不在正文中作随文标注。 

（四） 译稿内容格式与配置顺序： 

经题、解题、目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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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经题形式：经题依以下格式栏出 

梵语：Maitrī-sūtra. 

藏译：བྱམས་པའི་མདོ། (Byams-pa’i mdo/) 

汉译：慈氏经。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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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用。请译者依藏文经题之原意进行易于理解的经题翻译。 

丙、 解题内容包括经论文主旨要义、内容大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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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པ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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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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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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礼敬文： 

请完整保留藏文译者之礼敬文。 

3. 主文： 

甲、 原则上建议翻译主文中的可见内容就是原著中的可见的内容（特殊情况除

外）。 

乙、 上述甲中提到的特殊情况主要包括一类由语法原因引起的添译，即：那些由

于原文语法特点和汉语语法特点的差异所导至的必要添译。例如：在藏文和

梵文短句中常见的连系动词省略，在汉语中是必须要添译出「是」、「有」

等才能使中文读者达意的情况。 

丙、 当译文为了方便理解的原因，有需要补充原文所无的字词时，应将所补充原

文所无的字词置于全角方括号〔〕内。如所补充的字词是出自或参考某个原

著以外的作品，请用备注方式列明出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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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上述丙中说明的所补充原文所无的字词的使用需要谨慎，以勉做成不必要的

注译。 

4. 注释： 

甲、 注释请使用全文連续编号之随页注。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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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格式举例如下：当某处藏文德格版读作「དག་」，北京版读

作「བདག་」，而译者采用北京版「བདག་」时，应以备注方式注明：「བདག་, P; དག་,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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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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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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注释中引用文献数据，请参考学术专业图书或论文的方式操作。 

参考链接：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https://paperpile.com/s/journal-of-indian-

philosophy-citation-style/ 

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http://homepage.ntu.edu.tw/~bcla/format.htm 

香港中文大学师生出版指引：

https://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Eng_htm_files_(2013-

14)/p03_4_1.htm 

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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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名相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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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另译词𢑥为主。 

6. 参考文献： 

甲、 若译作使用的参考文献量较大，请考虑按「主要文献」、「次要文献」、

「辞典」，又或按「古典文献」、「现代文献」、「辞典」等方式分列参考

文献。 

乙、 若译作使用的参考文献量较大。建议参考专业学术图书的出版惯例制作参考

文献。若译作使用的参考文献量较小。建议参考专业学术论文的出版惯例制

作参考文献。 

参考链接：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https://paperpile.com/s/journal-of-indian-

philosophy-citation-style/ 

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http://homepage.ntu.edu.tw/~bcla/format.htm 

香港中文大学师生出版指引：

https://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Eng_htm_files_(2013-14)/p03_4_1.htm
https://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Eng_htm_files_(2013-14)/p03_4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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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Eng_htm_files_(2013-

14)/p03_4_1.htm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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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别于坊间独立译者的译务，本计划系采集体翻译模式，因此公告译文的译者项登

录，将以集体翻译之名义，登载为「圆满法藏．佛典汉译计划译」，并于出版项列按

工作比例，依序胪列初稿译者、审校者、润稿者、审阅者等参与者姓名。 

（四） 翻译日期无须登载于文中。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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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虑翻译进度外，建议也将后续润审过程所需修改之时间纳入考虑。 

（二） 相关工作时程请参见工作时程表，若无法依时间交件，请提前通知。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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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檔。 

（四） 在译作第一次在线公告前，初稿译者需无偿负责该版译文之校对与确认工作。译着经

刊行后，本计划编审委员会将按照法师说法之见解，参考各界的回馈意见，对译文进

行必要之更动，不另征求初稿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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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钦哲基金会为确保译文的流畅与可读性，将保留对译文的最终修订权，但编审小组会

尽力与译者沟通以达成对终稿的共识。 

（六） 钦哲基金会保留翻译准则的修订权力。嗣后若有更动，申请人须相应配合更新后的准

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