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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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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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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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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观自在菩萨所问七法大乘经

題　解

佛世尊在灵鹫山上时，应观自在菩萨所问，向诸大比丘以及菩萨们

宣说了关于初发心菩萨所应修学的要点，包括：从行门来说，应当善护

根门、遵循因果、依善知识、不贪轮回，并观世俗轮回如梦似幻；从入

定位的立场而言，则应超越有实法与无实法之对立性，使得对于空性的

了悟臻于稳定。

根据跋文，此经是由阿底峡尊者（Atiśadīpaṃkaraśrījñāna, 982-
1054）传入藏地，属于藏传佛教后弘期的早期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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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观自在菩萨所问七法大乘经
现代语体版

{D150}<མཚན་བྱང་འདི་ཆོས་ཚན་འདིའི་མཚན་བོད་སྐད་དུ་སོྨས་པ་ལྟར་བཀོད།>༄༅།།རྒྱ་གར་སྐད་དུ།       <གཡུང་། པེ། སྣར། ཨཱརྱ།>བ་ལོ་ཀི་<ལི། སྣར། ཅོ། ཀེ།>ཏེ་ཤྭ་ར་པ་

རི་པྀྲཙྪ་སཔྟ་<གཡུང་། པེ་པཱིཙྪ་ས་པ་ཏེ། ལི། སྣར། ཅོ། ཕིྲ         པྟ།>དྷརྨ་ཀ་ནཱ་མ་མ་ཧཱ་ཡཱ་ན་

梵语：Āryāvalokiteśvaraparipṛcchāsaptadharmakanāmamahāyān

asūtra.

བོད་སྐད་དུ། 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གིས་ཞུས་པ་ཆོས་བདུན་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

མདོ།

藏译： 'phags pa spyan ras gzigs dbang phyug gis zhus pa chos 

bdu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汉译：圣观自在菩萨所问七法大乘经

顶礼世尊妙吉祥童子。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王舍城灵鹫山中，一千二百五十

位大比丘僧，以及极为众多的菩萨们共会一处。当时，圣观世

音菩萨摩诃萨从座上起身，将上衣披挂于一肩（意即披于左肩

上，右肩随之袒露），右膝跪立于莲花中央，向世尊所在之处，

{D150}<མཚན་ང་འ་ས་ཚན་འ་མཚན་ད་ད་་ས་པ་ར་བད།>༄༅།།་གར་ད་། ་  <གང་། ། ར། །>བ་་་
<། ར། ། །>་་ར་པ་་་ས་<གང་། ་་ས་པ་། ། ར། ། ་ས།>དྷ་ཀ་་མ་མ་་་ན་  ་།  

梵语：AĀ ryāvalokiteśvaraparipṛcchāsaptadharmakanāmamahāyānasūtra. 

 

ད་ད་། འཕགས་པ་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ག་ས་ས་པ་ས་བན་པ་ས་་བ་ག་པ་ན་་མ། 
藏译：'phags pa spyan ras gzigs dbang phyug gis zhus pa chos bdu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汉译：圣观自在菩萨所问七法大乘经 

 

顶礼世尊妙吉祥童子。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王舍城灵鹫山中，与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丘僧，以

及极为众多的菩萨们共会一处。当时，圣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从座上起身，将上衣
披挂于一肩（意即披于左肩上，右肩随之袒露），右膝跪立于莲花中央，向世尊
所在之处，合掌恭敬，并请教世尊道：「世尊！初发菩提心的菩萨，应当修学哪
些法呢？」 

 
世尊于是向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开示道：「善男子！初发菩提心的菩萨应当修

学七法。何谓七法？亦即： 
纵使起了分别念，也不应依止贪欲，更何况是两根交合呢？ 
即便在梦中，也不依止不善的师长； 
如禽鸟般，不起执着；1 

 
1 如禽鸟般，不起执着：执着一词，原文写做 ཡོངས་�་འཛ�ན་པ，梵文做 parigraha，其广义解释，为「摄
物而取之」，有接受、抓住、不放、执取的意思，也译做摄受、摄护、摄殖。其狭义解释，尚有
「起贪爱执着之义」，古译做「爱藏」。 

又，「如禽鸟般，不起执着」一句，可做二解。虽然从字面看来，二种解法对于「禽鸟」这
一譬喻的理解恰好相反，但皆有所本，也都符合文法规律，是以此处将二种解释并陈，而于译
文呈现方面，则选择拥有较多文献依据的第一种解释。其中，第一种解释即此处所译，义为「应
当如同禽鸟，心无所执取」。例如，在不空所译的《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མཐའ་ཡས་པ་�བ་པའི་ག�ངས། 德
格版《甘珠尔》Vol. 54, BDRC ID: W4CZ5369, folio 295a.1）之中，也用了禽鸟的譬喻：「精麁知足
犹如鸟，得为人身作果实。」（CBETA, T19, no. 1009）该经中的鸟，是用于譬喻「精麁知足」（ངན་

ངོན་དག་གིས་ཆོག་�ས། 也即「拥有种种菲薄之物，便已感到满足」）的，属于正面意义的解释。若据此解
释，则「应如禽鸟般，不起执着」二句，应理解为「因为心如禽鸟般懂得知足，因此不会贪求、
执取」。阿底峡（Atiśa, 982-1054）尊者的教言，也有这么一段话，恰可对应此种解释：「逐出人
群如野兽，偶或觅食如禽鸟。」（མི་�ལ་ནས་�ད་རི་�གས་འ�། ། འ�ལ་ལ་ཟས་འཚ�ལ ་�་དང་འ�། 参见：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
编，《噶当藏文孤本丛刊（2）阿底峡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页 148）。此外，夏日
东活佛（ཤར་གདོང ༠༥ �ོ་བཟང་བཤད་�བ་�་མཚ�། 1922-2001）所造《喻法宝聚释》（དཔེ་ཆོས་རིན་ཆེན་�ངས་པའི་འ�ེལ་པ）之中，

{D150}<མཚན་ང་འ་ས་ཚན་འ་མཚན་ད་ད་་ས་པ་ར་བད།>༄༅།།་གར་ད་། ་  <གང་། ། ར། །>བ་་་
<། ར། ། །>་་ར་པ་་་ས་<གང་། ་་ས་པ་། ། ར། ། ་ས།>དྷ་ཀ་་མ་མ་་་ན་  ་།  

梵语：AĀ ryāvalokiteśvaraparipṛcchāsaptadharmakanāmamahāyānasūtra. 

 

ད་ད་། འཕགས་པ་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ག་ས་ས་པ་ས་བན་པ་ས་་བ་ག་པ་ན་་མ། 
藏译：'phags pa spyan ras gzigs dbang phyug gis zhus pa chos bdu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汉译：圣观自在菩萨所问七法大乘经 

 

顶礼世尊妙吉祥童子。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王舍城灵鹫山中，与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丘僧，以

及极为众多的菩萨们共会一处。当时，圣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从座上起身，将上衣
披挂于一肩（意即披于左肩上，右肩随之袒露），右膝跪立于莲花中央，向世尊
所在之处，合掌恭敬，并请教世尊道：「世尊！初发菩提心的菩萨，应当修学哪
些法呢？」 

 
世尊于是向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开示道：「善男子！初发菩提心的菩萨应当修

学七法。何谓七法？亦即： 
纵使起了分别念，也不应依止贪欲，更何况是两根交合呢？ 
即便在梦中，也不依止不善的师长； 
如禽鸟般，不起执着；1 

 
1 如禽鸟般，不起执着：执着一词，原文写做 ཡོངས་�་འཛ�ན་པ，梵文做 parigraha，其广义解释，为「摄
物而取之」，有接受、抓住、不放、执取的意思，也译做摄受、摄护、摄殖。其狭义解释，尚有
「起贪爱执着之义」，古译做「爱藏」。 

又，「如禽鸟般，不起执着」一句，可做二解。虽然从字面看来，二种解法对于「禽鸟」这
一譬喻的理解恰好相反，但皆有所本，也都符合文法规律，是以此处将二种解释并陈，而于译
文呈现方面，则选择拥有较多文献依据的第一种解释。其中，第一种解释即此处所译，义为「应
当如同禽鸟，心无所执取」。例如，在不空所译的《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མཐའ་ཡས་པ་�བ་པའི་ག�ངས། 德
格版《甘珠尔》Vol. 54, BDRC ID: W4CZ5369, folio 295a.1）之中，也用了禽鸟的譬喻：「精麁知足
犹如鸟，得为人身作果实。」（CBETA, T19, no. 1009）该经中的鸟，是用于譬喻「精麁知足」（ངན་

ངོན་དག་གིས་ཆོག་�ས། 也即「拥有种种菲薄之物，便已感到满足」）的，属于正面意义的解释。若据此解
释，则「应如禽鸟般，不起执着」二句，应理解为「因为心如禽鸟般懂得知足，因此不会贪求、
执取」。阿底峡（Atiśa, 982-1054）尊者的教言，也有这么一段话，恰可对应此种解释：「逐出人
群如野兽，偶或觅食如禽鸟。」（མི་�ལ་ནས་�ད་རི་�གས་འ�། ། འ�ལ་ལ་ཟས་འཚ�ལ ་�་དང་འ�། 参见：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
编，《噶当藏文孤本丛刊（2）阿底峡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页 148）。此外，夏日
东活佛（ཤར་གདོང ༠༥ �ོ་བཟང་བཤད་�བ་�་མཚ�། 1922-2001）所造《喻法宝聚释》（དཔེ་ཆོས་རིན་ཆེན་�ངས་པའི་འ�ེལ་པ）之中，

{D150}<མཚན་ང་འ་ས་ཚན་འ་མཚན་ད་ད་་ས་པ་ར་བད།>༄༅།།་གར་ད་། ་  <གང་། ། ར། །>བ་་་
<། ར། ། །>་་ར་པ་་་ས་<གང་། ་་ས་པ་། ། ར། ། ་ས།>དྷ་ཀ་་མ་མ་་་ན་  ་།  

梵语：AĀ ryāvalokiteśvaraparipṛcchāsaptadharmakanāmamahāyānasūtra. 

 

ད་ད་། འཕགས་པ་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ག་ས་ས་པ་ས་བན་པ་ས་་བ་ག་པ་ན་་མ། 
藏译：'phags pa spyan ras gzigs dbang phyug gis zhus pa chos bdu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汉译：圣观自在菩萨所问七法大乘经 

 

顶礼世尊妙吉祥童子。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王舍城灵鹫山中，与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丘僧，以

及极为众多的菩萨们共会一处。当时，圣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从座上起身，将上衣
披挂于一肩（意即披于左肩上，右肩随之袒露），右膝跪立于莲花中央，向世尊
所在之处，合掌恭敬，并请教世尊道：「世尊！初发菩提心的菩萨，应当修学哪
些法呢？」 

 
世尊于是向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开示道：「善男子！初发菩提心的菩萨应当修

学七法。何谓七法？亦即： 
纵使起了分别念，也不应依止贪欲，更何况是两根交合呢？ 
即便在梦中，也不依止不善的师长； 
如禽鸟般，不起执着；1 

 
1 如禽鸟般，不起执着：执着一词，原文写做 ཡོངས་�་འཛ�ན་པ，梵文做 parigraha，其广义解释，为「摄
物而取之」，有接受、抓住、不放、执取的意思，也译做摄受、摄护、摄殖。其狭义解释，尚有
「起贪爱执着之义」，古译做「爱藏」。 

又，「如禽鸟般，不起执着」一句，可做二解。虽然从字面看来，二种解法对于「禽鸟」这
一譬喻的理解恰好相反，但皆有所本，也都符合文法规律，是以此处将二种解释并陈，而于译
文呈现方面，则选择拥有较多文献依据的第一种解释。其中，第一种解释即此处所译，义为「应
当如同禽鸟，心无所执取」。例如，在不空所译的《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མཐའ་ཡས་པ་�བ་པའི་ག�ངས། 德
格版《甘珠尔》Vol. 54, BDRC ID: W4CZ5369, folio 295a.1）之中，也用了禽鸟的譬喻：「精麁知足
犹如鸟，得为人身作果实。」（CBETA, T19, no. 1009）该经中的鸟，是用于譬喻「精麁知足」（ངན་

ངོན་དག་གིས་ཆོག་�ས། 也即「拥有种种菲薄之物，便已感到满足」）的，属于正面意义的解释。若据此解
释，则「应如禽鸟般，不起执着」二句，应理解为「因为心如禽鸟般懂得知足，因此不会贪求、
执取」。阿底峡（Atiśa, 982-1054）尊者的教言，也有这么一段话，恰可对应此种解释：「逐出人
群如野兽，偶或觅食如禽鸟。」（མི་�ལ་ནས་�ད་རི་�གས་འ�། ། འ�ལ་ལ་ཟས་འཚ�ལ ་�་དང་འ�། 参见：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
编，《噶当藏文孤本丛刊（2）阿底峡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页 148）。此外，夏日
东活佛（ཤར་གདོང ༠༥ �ོ་བཟང་བཤད་�བ་�་མཚ�། 1922-2001）所造《喻法宝聚释》（དཔེ་ཆོས་རིན་ཆེན་�ངས་པའི་འ�ེལ་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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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掌恭敬，并请教世尊道：“世尊！初发菩提心的菩萨，应当

修学哪些法呢？”

世尊于是向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开示道：“善男子！初发菩

提心的菩萨应当修学七法。何谓七法？亦即：

纵使起了分别念，也不应依止贪欲，更何况是两根交合呢？

即便在梦中，也不依止不善的师长；

如禽鸟般，不起执着；１

精通方便与智慧，从而不具我慢与我执；

断除［对于］实有与无实［的执着］，进而具足稳定的空

解脱［境界］；

应当藉由了知“非真实”的智慧，对于如同幻术、梦境般

的轮回，不生好乐欢喜；

不毁谤因果。

善男子！初发菩提心的菩萨应当学习这七种法。”

世尊给予此般开示后，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以及比丘、菩萨

们，皆大欢喜，称扬赞叹世尊所言。

圣观自在菩萨所问七法大乘经

印度亲教师地盘迦啰师利阇那（吉祥燃灯智，即阿底峡尊

者）及译师比丘给威罗珠（善慧）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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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１ 如 禽 鸟 般， 不 起 执 着： 执 着 一 词， 原 文 写 做 ཡོངས་སུ་འཛིན་པ， 梵 文 做

parigraha，其广义解释，为“摄物而取之”，有接受、抓住、不放、执取

的意思，也译做摄受、摄护、摄殖。其狭义解释，尚有“起贪爱执着之义”，

古译做“爱藏”。

又，“如禽鸟般，不起执着”一句，可做二解。虽然从字面看来，二种解法

对于“禽鸟”这一譬喻的理解恰好相反，但皆有所本，也都符合文法规律，

是以此处将二种解释并陈，而于译文呈现方面，则选择拥有较多文献依据的

第一种解释。其中，第一种解释即此处所译，义为“应当如同禽鸟，心无

所执取”。例如，在不空所译的《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སྒོ་མཐའ་ཡས་པ་སྒྲུབ་

པའི་གཟུངས། 德格版《甘珠尔》Vol. 54, BDRC ID: W4CZ5369, folio 295a.1）
之中，也用了禽鸟的譬喻：“精麁知足犹如鸟，得为人身作果实。”（CBETA, 
T19, no. 1009）该经中的鸟，是用于譬喻“精麁知足”（ངན་ངོན་དག་གིས་ཆོག་

བྱས། 也即“拥有种种菲薄之物，便已感到满足”）的，属于正面意义的解释。

若据此解释，则“应如禽鸟般，不起执着”二句，应理解为“因为心如禽鸟

般懂得知足，因此不会贪求、执取”。阿底峡（Atiśa, 982-1054）尊者的

教言，也有这么一段话，恰可对应此种解释：“逐出人群如野兽，偶或觅食

如禽鸟。”（མི་གྲལ་ནས་བུད་རི་དྭགས་འདྲ། ། འཕྲལ་ལ་ཟས་འཚོལ་བྱ་དང་འདྲ། 参见：百慈

藏文古籍研究室编，《噶当藏文孤本丛刊（2）阿底峡卷》北京：中国藏学

出版社，2006，页 148）。此外，夏日东活佛（ཤར་གདོང ༠༥ བློ་བཟང་བཤད་སྒྲུབ་རྒྱ་    

མཚོ། 1922-2001）所造《喻法宝聚释》（དཔེ་ཆོས་རིན་ཆེན་སྤུངས་པའི་འགྲེལ་པ）之中，

更曾经针对此句经文做出专门的注释，并同时呼应了阿底峡尊者的教言，文

中提到：“应当如此理解其义：正如同禽鸟等并不做蓄积，应于财物无所蓄积、

无所贪执。”（བྱ་ལ་གསོག་འཇོག་མེད་པ་ལྟར་དུ་རྒྱུ་ནོར་གསོག་འཇོག་དང་འཛིན་ཆགས་མེད་པར་  

གོ་དགོས། 参见：夏日东，《夏日东文集（第三卷）》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8，页 555）
另一种解释，则为“不应如禽鸟之心，而应当无所执取”。若采此解，那么，

其中的“禽鸟”一词，则被用于譬喻贪心。这是属于较为通俗、口语传播性

质的用法，此种用法通常将禽鸟（或者按照狭义解释，理解为“鸡”）解释

为贪欲的象征。然而，此种对于“如禽鸟”（བྱ་དང་འདྲ）一词的解释，目前

仅有《贤者喜宴》（མཁས་པའི་དགའ་སྟོན）中有“我欲得雨如禽鸟”（ང་ནི་ཆར་ 

 འདོད་བྱ་དང་འདྲ）一句支持此一说法（参见：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北京：

民族出版社，1986，页 1463），目前尚未得见其他进一步的文献予以左证。

基于上述理由，本译文仍采第一种译法。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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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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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