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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香赞】

炉香乍爇　法界蒙熏

诸佛海会　悉遥闻　随处结祥云

诚意方殷　诸佛现全身

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三称）

【三皈依】

南无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三称）

【发菩提心】

我今发心　不为自求　人天福报　声闻缘觉　乃至权乘　

诸位菩萨　唯依最上乘　发菩提心　愿与法界众生　

一时同得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四弘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归命本师】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称）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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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法藏．佛典汉译”
现行译文凡例

v 1 . 1

2 0 2 0 年 1 0 月 2 2 日

壹、通则

一、读者与译文类型界定

本翻译计划所设定的目标读者为一般信众，而非学术界。在考证与

文字的运用方面，固然会尽力参考文献学、佛学研究等相关学科的研究

取径与成果，但因本计划所着眼者，在于尽可能的正确传达佛法义理，

促进经文的可流通性，因此容有未能兼顾前述学科研究目的与学科规范

之处，个中有所取舍，在所难免。望识者谅察。

二、关于译文品质

1.“信达雅兼备”是人们对于各领域翻译成果的理想期待，但在实

务上，本计划所公告的译文是以“信实”和“通达”为务，至于“典雅”

的目标，则有待译文公告后，广征诸家见解，再逐渐修润，方能更趋近

理想。

2. 在线版公告后，仅以“暂行电子版”的形式流通，仍非定稿。

三、关于格式

1. 译文标有 [sic.] 注记处，表示该处存疑、待考，或有讹误，但仍

依原文录入。

2. 凡遇有［］符号处，表示在［］内的文字乃原文所无，但为便利

读者理解与行文流畅，由译者或编辑部补上。至于转写为现代书面语的

版本当中，则不另行标注。

四、藏文原典選用與版本校勘

1. 本计划选用原典为德格木刻版的《甘珠尔》与《丹珠尔》，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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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对照本的藏文版本来源，系根据德格木刻版的图文件，经计算机运

算，进行文字辨识 (OCR) 后所输出的藏文文本文件。计算机档案来源为

https://github.com/Esukhia/derge-kangyur。

2. 版本校勘方面，汉藏对照本的藏文部分，遇有 <> 符号并以上标

方式注记处，表示该处在不同刻版间存在着差异。校勘对照本的依据，

是以中国藏学中心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校勘本为主。校勘仍容有未尽

理想之处，凡遇未及校勘之处，则由译者或编辑部另于脚注中附带说明。

3. 为避免造成在脚注中存在过多的版本校勘说明，因此读者若欲

详知版本间的差异，请径行参考 <> 内的校勘文字，拟不于经文中另行

说明。

贰、关于翻译《甘珠尔》（佛说部）

一、《甘珠尔》的译文，以传统佛经语文体呈现，并另行制作现代

语文体版本，俾令不同阅读偏好的读者自行择其所好。

二、《甘珠尔》的名相、一般词汇使用与表述形式方面，以尽可能

承继、沿用汉文大藏经中既有的古译为原则，亦即：译词以正确表

达藏文原意为前提，但在译词的选用方面，则对照藏文原典文本与

既有汉译古本，尽可能准用或参考古代汉译本的表述方式。

叁、关于将佛经语文体改写为现代语文体

一、 关于既有语汇的使用，采用保留原译的原则。

1. 凡遇惯用语、成语或类似成语的陈述句处，在保留原状不至于造

成读者阅读障碍的前提下，不硬性改写为现代语体文，以免反而造成文

句生涩拗口。

2. 凡遇境界名称、非专有名词的术语等缺乏具体文献左证者，或为

孤例者，则保留原译，不进行改写。

二、 为令行文畅达，若遇同段文字的主词重复时，将酌情删除重

复处；若遇文句顺序需更动，以令文义表述符合汉文使用习惯者，

或者需添加主词以凸显文义时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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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陀出家经

題　解

难陀（梵 Nanda/ 藏 དགའ་བོ）是佛陀同父异母的胞弟，为净饭王与

大爱道（佛陀姨母，梵名摩诃波阇波提 [Mahāprajāpati]）所生。汉译《大

宝积经》卷第五十六的〈佛说入胎藏会〉、《杂宝藏经》卷第八中的〈佛

弟难陀为佛所逼出家得道缘〉，皆详述了佛在迦毘罗卫国以种种教示化

导，令其出家，并劝勉难陀断舍爱着、坚志出离轮回的因缘。至于本经

所述情节，则为佛在难陀出家之前所给予的教授。若将本经与前述二经

并读，可看出佛陀引导难陀成办解脱道的次第。

在本经中，佛陀首先开示难陀出家的意义及诸般功德。而后，再以“盲

龟穿牛轭”及“芥子入针眼”二种比喻，显示人身难得与及时出家的重

要性。最后，难陀剔除须发，舍俗出家，信受奉行佛陀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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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陀出家经
现代语体版

               [254b] ༄༅། །རྒྱ་གར་སྐད་དུ། ནནྡ་པྲ་བྲ་ཛ ཱ་ས ུ་ཏྲ།

梵语：Nandapravrajyāsūtra.

བོད་སྐད་དུ། དགའ་བོ་རབ་ཏུ་བྱུང་བའི་མདོ།

藏译：dga' bo rab tu byung ba'i mdo/

汉译：难陀出家经。

顶礼一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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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陀出家經 
 

佛經語文體版 

 

 

[254b] ༄༅། །�་གར་�ད་�། ན�་ྡ�་�་��་���་�། 

梵語：Nandapravrajyāsūtra. 
 
བོད་�ད་�། དགའ་བོ་རབ་�་�ང་བའི་མདོ། 

藏譯：dga' bo rab tu byung ba'i mdo/ 
漢譯：難陀出家經。 
 
ཐམས་ཅད་མ�ནེ་པ་ལ་�ག་འཚལ་ལ།ོ ། 

頂禮一切智。 
 
[254b4] འད་ི�ད་བདག་གིས་ཐོས་པའི་<ག�ང་། པེ། པ།>�ས་གཅིག་ན། བཅོམ་�ན་འདས་སེར་�འི་གནས་�་ི�་�ོ་དྷའི་�ན་དགའི་<ག�ང་། 

པེ། དགའ།>ར་བ་ན་བ�གས་སོ། །དེ་ནས་བཅམོ་�ན་འདས་�་�་ོཆོས་གོས་དང་ཤམ་ཐབས་མནབས་<ག�ང་། པེ། བ�མས། ལི། �ར། བནབས།>ཏེ། �ང་བཟེད་<ག�ང་། པེ། 

ཟེད།>བ�མས་ནས་�ི་བཞིན་འ�ང་བའ་ིདག་ེ�ོང་ཚ�་དང་�ན་པ་�ན་དགའ་བོ་དང་། སེར་�འི་གནས་�་བསོད་�ོམས་ལ་གཤེགས་སོ། །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迦毘羅衛國尼拘律樹園。爾時午前，世尊身著法衣、

下裙，執鉢，與侍者沙門具壽阿難，共入迦毘羅衛國乞食。 
 
[254b5] ད་ེནས་བཅོམ་�ན་འདས་རིགས་�ི་�་དགའ་བོའི་�མི་ག་ལ་བ་དེར་གཤེགས་པ་དང་། རིགས་�ི་�་དགའ་བོས་བཅམོ་

�ན་འདས་�ང་རིང་པོ་ནས་གཤགེས་པ་མཐོང་ངོ་། །མཐོང་ནས་�ང་རིངས་པ་རིངས་པར་བཅོམ་�ན་འདས་�་ིཆེད་�་གདན་བཤམས་ནས་

འདི་�ད་ཅེས་གསོལ་ཏོ། །བཅོམ་�ན་འདས་�ར་གཤེགས། བཅོམ་�ན་འདས་གཤེགས་པ་ལགེས་སོ། །བཅོམ་�ན་འདས་གདན་བཤམས་པ་ལ་

བ�གས་�་གསོལ། བཅམོ་�ན་འདས་བ�གས་སོ། ། 

爾時，世尊至善男子難陀宅。難陀見世尊自遠而來，旋為世尊設座，而白佛

言：「世尊，請入。世尊，善來。世尊，願於此坐。」佛即就坐。 
 
[254b7]ད ེ དེ་ནས་རིགས་�་ི�་དགའ་བོས་<ག�ང་། ལི། པེ། �ར། ཅོ། ཞོལ། བོ།>བཅོམ་�ན་འདས་�་ིཞབས་གཉསི་ལ་�ག་འཚལ་<�ར། ཞོལ། བཙལ།>ཏེ། 

བཅོམ་�ན་འདས་�་ི<�ར། ཞོལ། �ིས།>�ན་�ར་འ�ག་གོ། །ད་ེནས་བཅམོ་�ན་འདས་�ིས་རིགས་�་ི�་དགའ་[255a]བོ་ལ་འད་ི�ད་ཅེས་བཀའ་�ལ་

ཏོ། །དགའ་བོ་ཅིའ་ི�ིར་རབ་�་མི་འ�ང་། དགའ་བོས་གསོལ་པ། བཅོམ་�ན་འདས་རབ་�་འ�ང་བ་ཞེས་:�་བའི་<ཅོ། �འི།།>ཚ�ག་གི་དོན་ཅ་ིལགས། 

爾時，難陀禮世尊雙足，坐世尊前。世尊告善男子難陀曰：「難陀！云何不

出家？」難陀白言：「世尊！言出家者，其義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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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迦毘罗卫国的尼拘律树园。时值

午前，世尊身着法衣与下裙，手持钵器，与侍者沙门长老阿难，

同入迦毘罗卫国乞食。

世尊来到善男子难陀的住家。难陀远远看见世尊前来，立

即为世尊设座，向佛说道：“世尊！请进。世尊！您能光临，真好。

世尊！请上座。”佛于是安座。

难陀恭敬地顶礼世尊的双足，接着便于世尊面前坐下。世

尊问善男子难陀：“难陀！为何不出家呢？”难陀问道：“世尊！

请问所谓出家，这话有何含义？”

世尊教诫道：“所谓出家，能断一切罪，彻底消除贪、瞋、

痴；出家能去除由斗殴、诤衅、讦发阴私、争论、诡诈、奸滑

所汇聚而成的幽暗。

正如大地之于一切庄稼，出家乃是一切功德的根本、一切

珍宝的始源、一切安乐的如意宝、一切功德果位的所依处。

出家能给予一切众生安慰，是众生所信任、依靠者，能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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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一切生灵无畏，是所有贫困者的如意宝瓶。

出家乃是无处归依者的归处，也是那些所求不得、为苦恼

所逼迫的众生得以舒养生息之所  1。

出家是诸佛的不共法，是一切众生所应供养、智者们所应

称颂的对象，也是向往解脱者的道路；是清净众生所应亲近的

对象，也是修学佛法的法器们所应当依止的。

出家能关闭投生恶趣之门，开启生向善趣、解脱之门，诸

天为之遍满；所有苦痛，皆能得以全面断除；受爱染所缠缚的

人们，藉之能得解脱。难陀啊！这便是所谓的出家。”

“出家是正见的依止处，是解脱的真正律仪，能亲近涅盘，

截断相续之流，焚烧烦恼，拔除各种随眠烦恼；出家能毁坏恶

见交织之网，倾倒魔罗的胜幢，树立佛陀的教法，抵抗轮回的

流转，并能转动法轮，令母乳之海干涸，骨锁山也为之崩毁，

 1 佛於此經中所開示的出家功德，皆有自利與利他二種含義。例如：出家可以  

得到舒養生息的場所，便有“出家者自己得到舒養生息”以及“令眾生得到

舒養生息”二種意義。餘處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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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能臻于生老病死的尽头。

出家能卸除五蕴之重袱，救拔沉溺于烦恼泥沼中的众生，

令困于俗家牢笼的众生得到究竟解脱，灭尽怨害苦受；能让有

着多疑以及烦恼的染垢者，得以断绝固着的疑心及烦恼；出家

能抚慰恐惧衰老、害怕死亡的众生，能永远终结爱别离苦；对

于受轮回苦所逼恼的众生而言，出家便是安乐与无畏的岸头。

出家能令众生超脱欲界，真实地超脱色界，彻底地超脱无色界，

获致究竟真实、至高无上的涅盘。难陀！这便是所谓的出家。”

“出家就像是一切世间大众的眼目，是照破愚痴昏暗的明

灯，能清净相续，彻底止息一切烦恼之疾患；为迷途之人，指

出一切正道。

出家能开显一切法的真实，解开所有缠结；一切无明黑暗，

皆得以破除；所有无知的朦胧遮蔽与幽暗，也能因之而去除。

出家能使懈怠者发奋精进，使犯戒、犯堕罪者生起厌离心，

使戒行圆满者极为欢喜，令已发起精进者具足至上的欢喜；好

乐于内正住者，也因而极为欢喜；出家亦能让瑜伽行者拥有最



6



7

上知足。

出家是降伏烦恼敌的武器，令证得不还果位的人们，得到

最上的胜利；是无所依靠者的依止处，缺乏救护者的救护；出

家能令心生惊惶者无所畏惧，令无归趣者，有所归依；出家是

受苦众生获得安乐的凭借，能够为受捆缚于轮回的众生开解束

缚。难陀！这便是所谓的出家。”

“出家能受到诸天与众人的奉事，并受到君王们的供养以

及诸佛的护念；出家完全舍弃了家宅，是能引领众生朝向涅盘

的道途，同时也舍离了胡须、头发等重袱。

所谓袈裟，乃是远离欲望的标志，是勤求正理者的精进田

亩，也是诸仙人们的胜利宝幢，并能摧破恶魔之名声，使人、

天大众充满喜悦。难陀！出家正是如此，为何不出家呢？”

“难陀！出家所得的安乐远胜转轮圣王掌政的快乐。难

陀！再说，能够得到有暇之身，是百千万劫难逢的机缘；如今

又值遇佛陀降世，则是加倍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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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陀！想要求取解脱的国王与仙人们，以及具足轮王七宝

的转轮圣王们，全都舍弃了后妃、亲属与国土而出家。其他的

长者、婆罗门，也都舍弃家宅而出家。”

当时，善男子难陀向佛禀告：“大德世尊！我以一介在家

之身，同样也能进行布施，广培福德，奉事世尊及声闻佛弟子

僧众，并能筹办法衣、饮食、卧具、医药、用品等事。”

佛说：“假使有具足信愿的善男子与善女人，连续百年以

法衣、饮食、卧具、医药、用品等，奉事遍满三界一切世间的

如来．应供．正等觉。难陀！这样所积聚的功德，尚不及于发

出离心而出家者的十六分之一。

难陀汝今应出家，有暇难得极难得。

难陀汝师正现前，切莫令我不生喜。”

（难陀你应当出家，有暇的机缘极其难逢。难陀！如今导

师正在面前，不要让我不生欢喜。）

“难陀！譬如这大地若是变成一片汪洋，海中有一只盲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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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龟，另有一个单孔牛轭在海上漂流。盲眼海龟虽想将颈部

钻入牛轭的孔洞，但牛轭却随着风而四处漂荡于海面。难陀！

或许在偶然因缘际会之下，盲眼海龟的颈部可以恰巧钻入牛轭

孔洞内。难陀！然而获得人身的因缘却非如此［容易］，至于

获得圆满有暇之身，就更加难得了。难陀！你的人身已属难得，

也已得到圆满有暇，因此：

难陀汝今应出家，有暇难得极难得。

难陀汝师正现前，切莫令我不生喜。”

（难陀你应当出家，有暇的机缘极其难逢。难陀！如今导

师正在面前，不要让我不生欢喜。）

“譬如有人将针孔朝向天空，再将芥菜子洒向针孔。难陀！

也许一时因缘巧合，其中一粒芥菜子恰好落入针孔。难陀！然

而获得人身的机会，还不那么容易的，要获得圆满有暇，则更

加难得了。难陀！人身是非常难得的，如今你已经获得圆满有

暇［的人身了］，因此：

难陀汝今应出家，有暇难得极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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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陀汝师正现前，切莫令我不生喜。”

（难陀你应当出家，有暇的机缘极其难逢。难陀！如今导

师正在面前，不要让我不生欢喜。）

“为何如此呢？”

“纵百千俱胝那由他劫中，尚不闻佛名，云何能见佛？

优昙钵罗花，树中极难得。如是佛难得，今汝已遇我。

难陀汝今应出家，有暇难得极难得。

难陀汝师正现前，切莫令我不生喜。”

（即使历经百千俱胝那由他数的劫波，尚且无法听闻到佛

的名号，又岂能见到佛世尊呢？譬如在百树之中，优昙钵罗花

乃是极难得的。遇佛出 世也是如此，而今你我既已相遇，难陀

你就应当出家。有暇的机缘极其难逢。难陀！如今导师正在面

前，不要让我不生欢喜。）

于是，善男子难陀随后便剃除了胡须与头发，改着袈裟，

一心正信于佛陀法教，舍离家宅而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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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教诫完毕，长老阿难与善男子难陀，赞叹佛陀所说，

极为欢喜。

難陀出家經。

臧（ rTsangs）．天主护（Devendra-rakṣi ta）主校。



16

                     【七佛灭罪真言】（三遍）

离婆离婆地　求诃求诃帝　陀罗尼帝　尼诃啰帝　毗黎你帝　

摩诃伽帝　真陵干帝　娑婆诃

       【补阙真言】（三遍）

南无喝啰怛那哆啰夜耶　佉啰佉啰　俱住俱住　摩啰摩啰　

虎啰　吽　贺贺　苏怛拏　吽　泼抹拏　娑婆诃

【三皈依】

自皈依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问讯）

自皈依法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问讯）

自皈依僧　当愿众生　统领大众　一切无碍（问讯）

【回向文】

（一）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二）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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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殊师利勇猛智　普贤慧行亦复然

我今回向诸善根　随彼一切常修学

三世诸佛所称叹　如是最胜诸大愿

我今回向诸善根　为得普贤殊胜行

我此普贤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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