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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經語言研究綜述 
──詞彙篇 

竺家寧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 

【摘要】過去我們談到佛經，就想到「哲學的佛經」、「宗教的佛經」、「義理思想的佛經」。到

了梁啟超、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以後，漸漸了解了「文學的佛經」，開展了佛教文學的研究。而

最近許多年來，海峽兩岸與日本，都同時注意到佛經語言研究的重要性，也意識到它是一個非常珍

貴的語料庫。佛經語料有幾個特殊性：第一個特性就是它的數量非常的龐大，佛經保留到今天的，

超過了五千卷。這五千卷的資料，超過了我們中古的漢語文獻。這個語料庫不僅僅是從東漢到三國

到南北朝的翻譯佛經，也包含了唐代到宋代禪宗語錄的資料，這些都是非常珍貴的語言寶藏。第二

個特性就是它的口語性高。在翻譯佛經為中文的時候，使用了當時最通俗的口語、最通俗的漢語的

詞彙來翻譯佛經。第三個特性，佛經可以反映我們漢語從單音節走向複音節的一個重要轉捩點，一

個重要標誌。複音節詞，在中古漢語的資料當中，沒有像佛經保留得這樣完整、這麼豐富的。研究

漢文佛典，可以從音韻、文字、訓詁、詞彙、語法等層面的五個方向進行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我

們採用「以經證經」的方法。也就是說，利用佛經來研究佛經。用佛經的語境、上下文來探索某個

詞語的意義、語法等各種問題。近年來兩岸的學者們，在這個領域作出了許多貢獻。但是有志研究

佛經語言的人，不易完整的找到這些資料，也不甚了解如何進行這樣的研究，因此筆者把近十多年

研究佛經語言的一些資料和心得，提出來分享交流，把目前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分門別類，把具有代

表性的論文選出來，作一個導讀介紹。藉由這樣的介紹，希望可以呈現目前佛經語言研究的全貌，

提供學者參考。 

關鍵詞：佛經語言學；佛經詞彙；雙音化；佛經構詞 

 

 

一、前言 

過去我們談到佛經，就想到「哲學的佛經」、

「宗教的佛經」、「義理思想的佛經」。到了梁

啟超、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以後，漸漸了解了

「文學的佛經」，開展了佛教文學的研究。而最

近許多年來，海峽兩岸與日本，都同時注意到佛

經語言研究的重要性，也意識到它是一個非常珍

貴的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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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經語料有幾個特殊性：第一個特性就是它

的數量非常的龐大，佛經保留到今天的，超過了

五千卷。這五千卷的資料，超過了我們中古的漢

語文獻。我們把佛經同時代的中土文獻作一比

較，很多語言現象在中土文獻裡面，沒有保留下

來，但是我們可以在佛經語言裡面看到。所以，

數量龐大就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語料庫。這個語

料庫不僅僅是從東漢到三國到南北朝的翻譯佛

經，也包含了唐代到宋代禪宗語錄的資料，這些

都是非常珍貴的語言寶藏。 

第二個特性就是它的口語性高。佛陀以前在

說法的時候，曾經有人問過他，說佛法這麼莊嚴

神聖，我們傳播佛法，是不是要用典雅的梵文來

傳播？佛陀說不是！不是！我們要用最通俗的方

言俗語來傳播佛法！這樣的教訓，在將佛經翻譯

為中文的時候，秉承了這樣的精神，使用當時最

通俗的口語、最通俗的漢語的詞彙來翻譯佛經。

所以，佛經的第二個特性就是口語性很高。 

第三個特性，佛經可以反映我們漢語從單音

節走向複音節的一個重要轉捩點，一個重要標

誌。複音節詞，在中古漢語的資料當中，沒有像

佛經保留得這樣完整、保留得這麼豐富的。這裡

面我們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詞素的結合、詞素

結合成詞的狀況，以及一個複合詞產生的早期的

狀態，和我們所看到以後定型的狀態，不完全一

樣。在這個早期的狀態，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比如說三音節詞。佛經語言裡面非常豐富的三音

節詞，有很多是同義並列的結構。例如，在佛經

裡面會說「今現在」、「比丘僧」、「親眷屬」、

或者說「權方便」。諸如此類的三音節詞在佛經

裡非常的多，而這些資料可以提示我們，在單音

節詞逐漸組合成複合狀態的早期，曾經嘗試過用

雙音來結合，也曾經嘗試過用三個字、三音節來

結合。發展成走向複音節、雙音化的途徑，是後

來淘汰選擇的結果。 

另外，我們在佛經的資料當中，看到動補結

構大量地興起。研究語法的都認為這種動補結構

是一種比較晚起的結構，在上古漢語裡面，還沒

有真正的動補構詞，這種現象是到中古的佛經裡

面才大量出現。 

在佛經裡面，早期的構詞狀況，我們也會發

現，有一種很特殊的現象。就是一個詞可以逆序，

把次序倒過來。AB 會變成 BA，非常地普遍。那

也反映了雙音化的一個早期現象。它作為一個實

驗的性質，把兩個字拼合起來，可能有多途徑的

拼合方式。 

漢文佛典語言須由認識漢語言入手。佛經的

研究，漢語本身有它獨立的研究意義與價值。有

很多人談到佛經研究，就會想到，是不是得先學

梵文、巴利文、藏文，我覺得並不一定，雖然你

了解梵巴藏，多一種工具、多一種語言的了解，

可以有助於某些佛經現象的了解，但是對研究佛

經語言而論，那不一定是必要的。因為當我們把

一個 A 語言翻譯成 B 語言的時候，必須服從 B 語

言的構詞規律、語法規則。一個好的翻譯，它必

然要避免受到原始語言的束縛。我們研究佛經語

言從梵文、巴利文入手，那是西方人的做法。西

方人他們也了解漢文佛典是世界上最龐大的佛教

資源，但是西方學者先天上對漢文就感到很困

難，他們對梵文和巴利文就覺得很親切很容易，

因為同樣是拼音文字、同樣是印歐語系。所以，

西方學者只能從梵文、巴利文著手研究佛典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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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而我們中國人看到會以為這是一個唯一的途

徑，其實並不盡然。外國人並不是認為漢語佛典

不重要才沒有研究它，而是他沒有能力去研究。

他們不研究，那誰最有資格研究？當然就是我們

自己。我們不研究，沒有人能夠代替我們研究。 

漢文佛典是全世界佛學資源中最龐大的一部

分，遠遠地超過梵文、巴利文。今天，大藏經裡

的很多經典，已經找不到梵文的原本、巴利文的

原本，都失傳了，只有漢文的保留下來。所以，

我們不管研究佛教文學也好，研究佛教的哲學、

義理、思想也好，首先必須要克服漢文佛典語言

的障礙，那就是把漢文佛典的語言弄清楚。掌握

了漢文佛典的語言，了解其中構詞的規律、語法

的規律，我們才能有效的讀懂漢文佛典，也才能

進一步地研究佛教的思想、哲學、義理、宗教以

及種種的其他問題。 

研究漢文佛典，可以從五個方向進行研究，

第一個可以從音韻的層面，第二個可以從文字的

層面，第三個可以從訓詁的層面，第四個是詞彙

的層面，第五個是語法的層面。在研究方法上，

過去，我們古代的語言學家、訓詁學家累積了很

多研究心得、研究經驗，但是我們傳統的訓詁學

都是為儒家的經典服務的。雖然做出了很好的成

果，但是佛典訓詁的研究還是比較缺乏的。所以，

我們研究佛經語言，傳統的訓詁資料、傳統的工

具書、訓詁成果給我們的幫助比較有限。我們必

須採用「以經證經」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說，利

用佛經來研究佛經。用佛經的語境、上下文來探

索某個詞語的意義、語法等各種問題。 

近年來兩岸的學者們，在這個領域做出了許

多貢獻。但是有志研究佛經語言的人，不易完整

的找到這些資料，也不甚了解如何進行這樣的研

究，因此筆者把近十多年研究佛經語言的一些資

料和心得，提出來分享交流，把目前學者們的研

究成果分門別類，把具有代表性的論文選出來，

作一個導讀介紹。藉由這樣的介紹，希望可以呈

現目前佛經語言研究的全貌，提供學者參考。 

由於相關的著作很多，評述介紹的篇幅較

大，因此我們分成幾個部分來討論，包括佛經詞

義問題、佛經音義問題、佛經語法問題、佛經聲

韻問題、佛經訓詁問題、佛經文字問題等。這幾

個類別，構成了「佛經語言學」的體系。其中，

學者們在詞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為可觀，因此，

這一篇我們先介紹佛經詞彙目前的研究情形。以

下分成幾個項目介紹。 

二、佛經的構詞問題 

構詞就是詞彙的結構。每個語言的詞彙都有

一定的結構方式。現代漢語有一定的構詞規律，

佛經翻譯時代的中古漢語也有一定的構詞規律。

這是中國詞彙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通讀佛經

的重要關鍵。了解當時語言的構詞狀況，就更能

掌握佛經的語言，克服閱讀佛經的語言障礙。 

這一類的研究，例如：曾昭聰，〈中古佛經

中的字序對換雙音詞舉例〉，收於《古漢語研究》

2005 年第 1 期，頁 84-87。本文主張中古佛經中

的字序對換雙音詞，如頓止／止頓、垢穢／穢垢、

侵欺／欺侵、學計／計學，可以從詞義、出現年

代和使用頻率方面進一步討論。以頓止／止頓為

例。「頓止」用例，如：「大愛道即與諸老母等

俱行追佛，佛行轉到那私縣，頓止河上，大愛道

便前稽首作禮卻住。」（T4．No.196 竺大力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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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起經》卷下，頁 158b）「止頓」用例，如：「佛

言：『我昔嘗往到越祇國，國有急疾神舍，我止

頓其中，越祇國中諸長老，皆來語我言。』」（T1．

No.5 白法祖譯《佛般泥洹經》卷下，頁 160b-c）

「頓止」、「止頓」同義，可倒之。觀察字序對

換雙音詞可知：（一）不同譯者的語用習慣不完

全一致。（二）不同譯者的用語習慣皆傾向於其

中某一種形式。（三）每一組字序對換雙音詞有

一個大致的發展趨勢。（四）每一組詞的使用都

有偏向，即主要使用其中的某一個詞的比例要大

大高出另一個。 

相關的論著例如：竺家寧〈佛經中的名詞重

疊現象〉，見於首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

會（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2005 年 9 月

21-22 日），認為漢語中的重疊構詞當中，形容詞

重疊產生的最早，也最普遍。在佛經中這類例子

甚多。而名詞重疊，卻是比較稀有的現象。在中

古佛經中，有的名詞重疊以後，仍然作名詞用，

有的則轉為其他詞類。本文所討論的詞條都是佛

經中的常用詞，包含：1. 人人，意思是「每個人；

所有的人。」2. 各各，有「各自」的意思。3. 事

事，意思是「每件事」。4. 品品，指「各種品類」。

「品品」是表示複數的名詞，通常和「若干」、

「皆」、「諸」、「一切」等詞連用。5. 家家，

意義為「人人；每個人」。意義同「人人」、「各

各」。由「人人種。各各種」、「家家自以為稷

契，人人自以為皐陶」、「家家出戶。各各喜歡」

各例可證。6. 等等，《佛光大辭典》無等等：「佛

之煩惱淨盡，且神力廣大，非其餘之菩薩所能等

同，稱為無等；佛與佛之果位平等，故稱無等等。

又佛道超絕，無有能與等同者，故稱無等；唯佛

與佛道等同，故稱無等等。此外，又形容最尊、

最貴而無有與之相等者，如般若心經於諸部般若

經典中乃最為扼要之精髓，故古來又稱為無等等

咒、無等等明咒。」丁福保《佛學大辭典》【無

有等等】謂數量之大無上也。無有相等同等數之

意。又云無等等。按：丁福保「等等」之解釋為

動詞「有」之賓語。可見「等等」為一體，不宜

分訓。下文「無上無上上。無等無等等」以單用

與重疊式並列，可知重疊有加重語氣之意。重疊

或不重疊，基本語意相同。其內部結構，「無」

為動詞，「等」或「等等」為名詞作賓語。「無

等等」屬動賓結構。由佛經原文的用法看，並非

上述辭典所謂之「佛與佛之果位平等，故稱無等

等。」（意謂「無等」指佛，第一個「等」是「等

同」之義，第二個「等」是「平等」之義）《佛

光大辭典》的解釋來自《維摩經義疏》，隋．吉

藏造。以「無等等」為主謂結構，而認為兩個「等」

字功能和意義都不同，這樣的解釋，與佛經原文

之用法不符。「無等等」之「等」字為「比擬」

之義，無法比擬之人，指佛陀。是單一的名詞。

不能拆分為「無等」「等」兩部分。丁福保《佛

學大辭典》的解釋比較妥當。句例中「無上上」

與「無等等」並列，說明意義相同。7. 節節，意

思是「一段一段，逐次，逐一」。佛經的「節節」

大部分都指身體的每一部分，或每一塊、每一段。

「節」原本就有「身體」之意。如「折節」即彎

身行禮。「節節」偶而可以由「一段一段」引申

為「每一個部分、每一個角落」。8. 心心，指連

綿不斷的思想念頭。9. 牙牙，意思是「每一顆牙

齒」。10. 色色，意思是「樣樣；各式各樣」。11. 

物物，指「各種物品，各樣事物」，「物物恒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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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是說各種事物總要看清它真實無妄的一面。

12. 痛痛，指各種各樣的痛苦，這是一個佛經常用

詞。最早的例子可以提前到西晉。13. 親親，指親

屬、親戚。 

又高婉瑜〈漢文佛典詞綴的語法化現象〉見

於 2006 年 5 月中正大學博士論文。本文的重點在

討論佛典詞綴的語法化歷程。漢語詞綴（虛語素）

多半是從實詞（實語素）語法化而來，語法化現

象發生在一定的語境中，原先獨立的成分經過語

法化，逐漸變得黏著，依附於鄰近成分，語言形

式的理據逐漸減弱或消滅。筆者分別從性質、時

代、地域、能產力、來源等五個面向，總覽七個

後綴的概況。最後，再從 Hopper 接櫫五原則，檢

驗佛典詞綴的語法化。本文依照「詞類」標準，

將討論對象分成：名詞後綴「子」、「兒」、「頭」

和虛詞後綴「復」、「自」、「當」；另外，再

按照「所表意義」分出時間後綴「來」。筆者將

語料分為主要觀察語料（漢譯佛典、禪宗文獻）

和次要觀察語料（非佛典的中土文獻），在一定

的限度下，進行窮盡式考察。本研究應用在教學

方面，能使學子更有系統地掌握後綴的知識。 

又竺家寧〈西晉佛經中之並列結構研究〉發

表於第五屆中國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ICCL-5，

1996 年 6 月 27-29 日，清華大學，新竹。本文專

就西晉時代的佛經詞彙－並列結構作一探索。在

佛經分期上，這屬於「早期佛經」。研究的重點

放在幾個項目上：1. 構成詞素的前後次序問題，

探索其中一種次序被凝固的原因。由聲調上、意

義上找出依據。2. 今天哪些詞是佛經沿用下來

的？意義上、用法上、詞性上有哪些轉變？3. 詞

素組合成詞，兩詞素間的意義關係，是近義、同

義、反義、類義、偏義？詞性和詞義在結合為複

詞前後是否相同？4. 這些並列結構的語法功能如

何？作主語、賓語、定語、狀語？5. 並列結構佔

的比率有多高？ 

又竺家寧〈早期佛經詞彙的動賓結構--------

從訓詁角度探索〉發表於 1998 年 6 月 26 日至 28

日，Sev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Ten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Stanford, California, USA。後來收入 1999 年 12

月，《國立中正大學學報. 人文分冊》，第 10 卷

第 1 期，頁 1-38，嘉義，篇名為〈早期佛經動賓

結構詞初探〉。本文探索了西晉時代竺法護譯經

中的動賓式合義詞，觀察它的詞義變遷狀況，從

歷時的角度進行描寫，對動賓結構作了窮盡式的

研究。在上古漢語裡，動賓式構詞並不多見。然

而在中古佛經中大量發展起來，例如「下意」：

未曾自大，謙恪下意，禮敬眾生。（T11．No.310

大寶積經卷 14 密跡金剛力士會第七之三，頁

76a）。「叉手」：叉手而自歸，歡悅遙散花。（T14．

No.477 佛說大方等頂王經，頁 588c）。這樣的詞

有很多已不見於現代漢語，當時則具有活潑旺盛

的構詞能力。本文針對五十九個西晉的動賓式複

合詞一一考察其詞義的來龍去脈。 

又竺家寧〈早期佛經語言之動補結構研究〉，

發表於第六屆漢語語言學國際會議 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19-21 June 1997, Leiden, Netherland (ICCL-6)。漢

語的構詞類型中，動補式是一種比較後起的方

式，像現代漢語裡的「說明、提高」這樣的類型，

先秦典籍中極為少見，然而在早期佛經語言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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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出現。本文在國科會的專題計畫中全面歸納

了西晉竺法護譯經語言中之動補結構，觀察它的

結構形式、語法功能、詞義內涵，進而對之作一

共時的描寫。希望透過這樣的探索，能使這種結

構類型得到更充分的了解。先秦時代能證實的動

補結構並不多，漢代的史記逐漸普遍起來，西晉

的佛經更為常見。由此可以看出動補結構的發展

軌跡。竺法護譯經中之動補結構，例如「照明」：

七者得寶月三昧，八者得月明三昧，九者得照明

三昧，十者得二寂三昧（T12．No.349 彌勒菩薩

所問本願經，頁 87b）。「囑累」：我以是經囑累

汝，心念口諷執持經卷。若聞奉行眾惡反趣，當

知其人曾見五百佛然後得佛道（T12．No.324 佛

說幻士仁賢經，頁 37a）。「除盡」：使三千大千

世界一時俱然。有風名曰澆灑，起大雨。有風名

曰枯竭，除盡水災之變。（T12．No.324 佛說幻

士仁賢經，頁 31c）。竺法護譯經中可以確信的動

補式有三十七個，有些現代漢語沿用下來，可是

語法功能和詞義並不完全相同，這些都是值得注

意的現象。 

又竺家寧〈佛經詞彙中的同素異序現象〉，

發表於 The Eleven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11), June 18-20, 

1999, Harvard University, USA。所謂的「同素異

序」，是指同樣的兩個詞素，交換次序的現象。

現代漢語詞彙中，兩個詞素的前後次序互換，有

幾種狀況存在，第一種是失去意義，例如學生/生

學，數目/目數。第二種是基本意義完全改變，例

如中心/心中，帶領/領帶。第三種是基本意義近

似，但詞義不相等，例如產生/生產，和平/平和。

第四種是互換後意義沒有改變，例如擔負/負擔，

互相/相互。這是否漢語的普遍特性呢？古代漢語

是否也有類似的情況呢？什麼條件下，一個複合

詞可以互換詞素？能不能互換，由什麼因素決

定？互換後意義改變與否的機制是什麼？本文嘗

試從早期佛經用語中觀察這個現象，理由是東漢

到六朝的佛經反映了當時的實際語言。佛教為了

傳播佛法，佛經的翻譯就大量的使用了社會百姓

的口語詞彙。而且，佛經留下的語料十分龐大，

一部大藏經，正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中古漢

語詞彙資料庫，提供了我們豐富的研究資料。早

期佛經的範例如「知識/識知」：弟欺其兄婦欺其

夫。家室中外知識相訟。各懷貪淫心毒瞋怒。

（T12．No.362 吳．支謙譯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

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頁 315a，下同）如是曹人

男子女人。心意俱然違戾反逆。愚癡蒙籠瞋怒嗜

欲無所識知。本文認為其中許多易序詞在詞義與

語法功能上是有區別的。 

又竺家寧〈中古佛經的「所」後綴〉，發表

於第 12 屆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年會（IACL-12）

暨第二屆漢語語言學國際研討會（ISCL-2）2004

年 6 月 18-20 日，南開大學，天津。「所」字在

傳統訓詁學者的觀念裡，是一個不具實質意義的

虛詞，但是不具詞彙意義並不表示沒有語法意

義。因此，當訓詁學引進了現代語法學的觀念和

方法，應該如何精確的描述這個「所」字的功能，

就受到了學者的注意。以「所」字為專題的論文

也就變得多起來。不過，一般的討論多半傾向於

先秦古書中的語法現象，取材於中古語料的很

少，探索佛經語言的更少。本文探索幾個「所」

後綴的現象，包含：「何所」、「納所」、「能

所」、「寶所」、「少所」、「多所」、「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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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所」、「方所」、「心所」、「心心所」、

「一切所」等。例如：若有比丘少所知識。彼一

切盡學一坐食。（T12．No.26 中阿含經卷 50，頁

744b）。善哉。財主。汝為我等多所饒益。所以

者何。（T12．No.26 中阿含經卷 19，頁 551c）。

逮此總持勝 便獲一切所（T13．No.398 大哀經

卷 8，頁 446c）。 

又竺家寧〈佛經的我與吾〉，發表於 1999 年

2 月，《林炯陽先生六十壽慶論文集》，台北：洪

業文化公司，頁 19-46。一般讀古書往往會以為

「我」和「吾」是一樣的，用哪個來表示第一人

稱並沒有差別。其實，「我」和「吾」有很大的

區別。本文以西晉佛經竺法護譯品的「吾」與「我」

來觀察。由本文的歸納來看，「吾」與「我」的

分野在於： 

 做主格 做受格 做所

有格 
構成 
複合詞 

構成複數 

我 很少 常見 常見 常見 常見 

吾 常見 很少 很少 很少 只有吾等 

此外，佛經裡，「吾」字和「我」字構成並

列複合詞「吾我」，十分普遍。這是佛經詞彙很

顯著的一個特色。「吾我」結合為複合詞後，往

往表示抽象概念的複數整體，而不再指第一人稱

的個體。而且和表具體複數概念的「我曹、我等、

我輩、吾等」都不相同。「吾我」這個詞用在句

子裡可以做主格、做受格，偶而也可以做所有格。

「吾我」在佛經中還有一個很特殊的用法，就是

做「動於賓」結構的賓語。例如：不起壽想，不

起命想，不起眾諸想，不起見知想，所以者何，

計於吾我眾生。……（T8．No.222 西晉竺法護譯

光讚經卷 1，頁 155c）。其實，這是受格的形式

之一，由動詞的賓語變成介詞「於」的賓語。這

是佛經語言的另外一項特色。 

又竺家寧〈論佛經中的「都盧皆」和「悉都

盧」〉，發表於 2003 年 12 月，《文與哲》第 3

期，中山大學中文系，高雄。漢代就已經用到「都

盧」一詞，但是意義與後世不同。當時是一個專

有名詞。唐代慧琳的《一切經音義》提到這個詞

語，卻解讀為屋子結構的專名。「都盧」一詞在

佛經中最早見於後漢《道行般若經》，用在一般

的文學作品，則至唐代才出現。在《道行般若經》

裡的「都盧」往往以三音節的「都盧皆」構句，

解釋作「統統、全部」的意思，所以能和「皆」

字搭配。這個三音節詞並非佛經文體的需要而產

生，與某些三音節詞是為了湊成四字而臨時出現

「三音節加上一個單音節」的造句情況不同。因

此，本文認為三音節的「都盧皆」不是一個臨時

的構詞，而是固定的社會常用詞。也就是說，當

時詞彙逐漸從單音節發展到複音節，並非都向雙

音發展，雙音化反而是後來詞彙形式選擇淘汰的

結果，慢慢才固定為雙音節，成為漢語構詞的主

流。在《道行般若經》裡還有「悉都盧」的三音

節構詞形式，也是同義並列詞。 

又竺家寧〈中古漢語的「兒」後綴〉，發表

於 2005 年 7 月 10 日，《中國語文》2005 年第 4

期（總第 307 期），頁 346-354，北京。學者對於

近代漢語中音韻層面「兒化韻」問題的討論比較

多，對構詞方面，作為後綴的「兒」成分，其語

法功能、形成之歷史，討論的比較少。在唐代以

前的語料中，後綴「兒」往往有「卑微」的含意，

多用於指涉社會的下層人物。例如劉宋．求那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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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羅譯《雜阿含經》卷 32「若伎兒於大眾中歌舞

戲笑。」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

卷 18「及施貧窮乞兒．瘡病．困苦者。」隋．智

顗說，灌頂記《觀音玄義》卷 1「盲兒騎瞎馬必墮

坑落塹而無疑也。」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中

阿含經》卷 20「猶如屠兒殺牛。剝皮布於地上。

分作六段。」後綴「兒」在中古漢語中還常常用

作動物性的後綴，例如：後秦．鳩摩羅什譯《大

莊嚴論經》卷 15「雞雛高舉莫使貓食。貓兒即知。」

《佛頂尊勝陀羅尼真言》卷 1「是相應如夢。若見

豬兒狗六畜。」《續傳燈錄》卷 18「南山虎咬石

羊兒。」唐．法琳撰《辯正論》卷 7「臨終髮中但

聞啾啾數千雞兒聲。」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

有部毘奈耶雜事》卷 23「從是已後作殺方便。即

於城下繫二狗兒。日日常與美肉令食。」宋．宗

曉編《樂邦文類》卷 5「六箇驢兒拽輛車。雨餘泥

滑路尤賒。」本文主要探索在中古漢語中，「兒」

後綴的語法功能和今天的用法有什麼不同？古代

哪些詞可以帶「兒」後綴？在語言史上，這個「兒」

後綴又是如何虛化形成的？ 

又竺家寧〈魏晉語言中的「自」前綴〉，發

表於第九屆國際漢語語言學會議暨華語教學國際

研討會，2000 年 6 月 26-28 日新加坡國立大學，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Cum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Singapore, June 26-28, 

2000。早期佛經中，「自」經常用作前綴，產生

很多「自～」的結構。這種「自」字原本有實指

之義，為指示代詞，在「自～」結構中作主語。

可是佛經大量使用，逐漸使其意義泛化，已不能

算是主謂結構，而是一個前綴了。例如「自可」：

無有代者。而色其身。放逸自可。（T11．No.315

佛說普門品經，頁 774b）。「自用」：在諸菩薩，

凶堅自用。（T9．No.274 佛說濟諸方等學經，頁

376c）。「自守」：見若不見，聞若不聞。澹然

自守。（T11．No.315 佛說普門品經，頁 771c）。

這些「自～」字都具有前綴的功能，放在動詞的

前頭，表示此動作返諸其身的意思，有如英文的

-self 之義。其中有很多用法是現代漢語所沒有

的，它的構詞能力十分強大。 

又竺家寧〈佛經構詞的三音節同義並列現

象〉，發表於紀念王力先生百年誕辰語言學學術

國際研討會，2000 年 8 月 14-16 日，北京大學。

漢語的構詞是以雙音節詞為主，可是在佛經語言

當中卻有一種很特殊的現象，就是利用同義詞或

詞素組成的三音節詞。其內部結構屬並列式。其

中又可以分為：1. 一個單音節詞素與一個雙音節

詞並列組成的三音節詞；2. 三個單音節詞素並列

組成的三音節詞。本文以三國時代的佛經為綱

領，再參考其他早期佛經的範例進行討論。三音

節詞例如佛世尊、比丘僧、親眷屬等。本文總共

收集了 23 個三音節的同義並列詞語。這樣的特色

是為了佛經行文節奏的需要嗎？從範例看不出有

這樣的可能，因為佛經雖然有四字為一個停頓的

節奏特性，這些三音詞並不出現在這樣的句式

中，也沒有使句子整齊化的作用，因此，三音詞

與佛經句子的節奏並無關係。既非佛經語言格式

的產物，那麼這樣的造詞方式就很可能來自當時

的實際口語了。這些三音節構詞，應當就是當時

社會的流行風尚，透過佛經，得以觀察了解這些

詞的特性與用法。 

又竺家寧〈晉代佛經和《搜神記》中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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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從構詞看當時的語言規律〉，發表於

2002, May16-17, The Workshop on the Early 

Medieval Stories Soushenji,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Charles University, Prague, Czech 

Republic，收入 2004 年 6 月，《政大中文學報》

第 1 期，頁 1-48，國立政治大學，台北。本文取

《搜神記》的語言和西晉佛經做客觀的比較，做

全面的、窮盡式的描寫，目的不在於考證《搜神

記》的時代問題，而在於透過這兩個表示相對概

念的常用字，了解這兩種時代相近的材料當中的

具體狀況，觀察它們的異同，以提供漢語史研究

的參考。本文歸納出「來」字意義上的兩個特性：

表時間概念、表空間的活動。晉代漢語的「來」

字以前者為主。《搜神記》表現了「來」字作為

後綴的強大構詞力，它在構詞上是一個表時間概

念的後綴。「去」字的基本用法是作單音節動詞。

早期的意義是「離開」，後來演變為「前往」。

西晉佛經「去」字出現最多的例子是作單音節動

詞，不及物。但「去」字居於後位的複合詞，我

們認為已經屬於動補結構，「去」的意義已經虛

化，至少已經泛化，所以它能夠自由的和多種動

詞相結合。西晉佛經組成複合詞「過去」，表示

時間概念，修飾後面的名詞，是最常出現的用

語。《搜神記》則無此用語。西晉佛經還有一種

《搜神記》所沒有的構詞，就是「去 V」的動詞

並列式。 

又竺家寧〈佛經語言中的「毒」後綴〉，發

表於 2000 年 11 月 25-26 日，佛教文化國際學術

研討會，佛光大學，台北。漢語的後綴是一個意

義泛化或虛化的成分，有時候它具有某種特定的

語法功能或特定的含意，它在構詞上的出現位置

總是固定的。在佛經當中，「毒」字正有這種後

綴的功能，它不是「中毒、有毒」的意思，而是

表示某一種「不好的東西」。意義「泛化」，意

義的重心在前一個成分上。所以，它是一個構詞

的後綴。例如：癡毒、熱毒、火毒、邪毒等。本

文歸納了佛經中的各種用法，並針對其中最為特

別的「後綴」用法進行分析研究，證明「毒」字

的前面總是接一個「不好」的字眼。其意義總是

人們所不願意，不喜歡的事物。而「毒」的原本

意義已經模糊化，不再明顯，它只成為「不好，

不喜，不願」一類事物的標誌。它的造詞能力很

強，出現的位置又固定，具有了漢語詞綴的主要

特徵。 

又竺家寧〈西晉佛經並列詞之內部次序與聲

調的關係〉，發表於 1997 年 12 月，《中正大學

中文學術年刊》創刊號，頁 41-70，嘉義。本文探

索了西晉時代竺法護譯經中的並列式合義詞，觀

察它的前後兩個詞素，它的次序是如何固定下來

的。是和意義有關？還是由語音決定？因為並列

式的兩個詞素地位是相等的，哪個先，哪個後，

原本並非絕對。然而當時的社會習慣選擇了其中

一種形式，是完全任意的組合？還是遵循著某一

種規律傾向？本文嘗試由兩個方面進行分析：語

音和語義。共分析了西晉竺法護的 16340 個雙音

節並列結構，發現除了前後二字為同調之外，異

調並列的，呈現了相當嚴整的規律：去聲字作為

第二音節，在各類中（無論首字是平或上、去、

入）都佔絕對優勢，這應該不是偶然的現象。說

明西晉時代的構詞規律，有選擇去聲為第二音節

的傾向。由意義關係看，有些並列式的詞序是由

意義決定的。例如「長短」、「妻子」、「生死」、



佛圖論壇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44 期  95 年 12 月 75 

「東西」、「兄弟」、「國邑」、「日月」、「上

下」、「弟子」、「出入」、「父母」、「億百」

（另有「百千」與此相反），這些都屬「類義並

列」的情況（同類的事物並列在一起，而不是同

義或近義詞素並列在一起），佔的比率不高，只

有在類義並列時，詞序先後才會考慮意義的因

素，此外總是由聲調因素居於主導的。 

又竺家寧〈早期佛經中的派生詞研究〉，發

表於第一屆宗教文化國際學術會議，1996 年 1 月

26-29 日，高雄。早期佛經中，「自」經常用作前

綴，產生很多「自～」的結構。這種「自」字，

原本有實指之義，為指示代詞，在「自～」結構

中作主語。可是佛經大量使用，逐漸使其意義泛

化，已不能算是主謂結構，而是一個前綴了。前

綴「所」字出現的較早，先秦古籍中就常用來和

動詞接合，把詞性變更為名詞；在早期佛經中，

它也是個構詞能力很強的前綴。早在先秦文獻

裡，「相」字就有前綴的用法；佛經有這類用法，

但不多見，例如「相尋」。表序數的前綴「第」

在現代漢語中十分普遍，可是在漢代以前罕見。

從佛經中可以發現在西晉時代，前綴「第」已經

十分普遍，從一到十都可看到用「第」標示序數

的例子。在佛經中，前綴的「見」字並不常見，

表示在中古以後的口語中，這個前綴的用法已逐

漸消失，只保留在書面語言中。佛經中有「見迎、

見受」。至於早期佛經中，後綴「者」使用的頻

率相當高，成為佛經語言的特色之一。「然」字

本來是一個很常見的形容詞詞尾，先秦古籍裡就

已經很普遍，佛經也用得很多，不過佛經中另有

一些特有的帶後綴「然」的派生詞，值得我們注

意。例如：「唯然」，這個「唯然」的詞根是表

示應諾的「唯」字，也是詞義重點之所在，「然」

是後綴，沒有實質意義。「僉然」也是佛經的特

色，「僉」有皆的意思，「然」是後綴。佛經中

用作狀語。「等」字在佛經中是個複數的標誌，

用在人稱代詞「汝、吾、我」的後面就是「你們、

我們」的意思。用在指示代詞「是、此、斯」的

後面就是「這些」的意思。「悉等」也是「這些」

的意思。前面加疑問代詞成為「何等」，在佛經

有構成疑問句的功能。「所」字作為詞尾，是佛

經語言的一項特色，例如：何所、無所、有所、

多所等。早期佛經中詞尾「子」也十分常見。 

又竺家寧〈佛經中的「有所」與「無所」〉，

發表於紀念許世瑛先生九十冥誕學術研討會，

1999 年 4 月 17-18 日，台灣師範大學，台北。在

佛經裡，「所」字常常和「有、無」兩個字連用，

形成「有所、無所」的結構。以西晉竺法護譯品

中的「無所」和「有所」做了窮盡式的分析，認

為佛經時代「無所」和「有所」已經發展為一個

結合緊密的詞。若從上古來源看，「所」字下屬，

和後面的動詞結為一體，這點沒有疑問。但是語

言是演變的，上古的結構不一定等於中古語言的

結構。中古「無所」、「有所」的大量出現，使

得「所」字的密切性，上屬更強於下屬。而且這

不是孤例，佛經中大量出現的「所」後綴，說明

了這是一個中古新生的後綴。佛經中「何所、多

所、我所、心所、方所」等結構，正是同一類型

的產物。換句話說，上古前綴的「所」字，到了

中古漢語裡，衍生出了新的後綴功能。由本文的

分析當中可以知道，「無所」、「有所」的用法

完全相同，但前者出現的頻率要高很多。它們後

面往往接一個動詞，所以它們的功能應屬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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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飾後面的動詞。 

三、佛經的複合詞研究 

中國的語言發展，先秦時代是以單音節為

主，到了中古漢語，逐漸走向雙音化。最能反映

這種變化的材料，就是佛經了。因此，這個領域

的研究，在漢語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在佛經文

句的閱讀上，由兩個字組合而成的雙音節詞，往

往分開來看，兩個字都認識，合起來卻十分陌生。

先秦未見這樣的組合，現代也沒有，單單出現在

中古的佛經語言當中。這種情況，我們就必須要

研究它，把它弄明白。另一種情況是，某個複合

詞佛經出現，現代也在使用，表面看並不陌生，

然而它的意義和用法都不一樣了，也就是這個複

合詞隨著時代的變遷，發生了演化。這種情況在

閱讀佛經的時候最容易用自己的語感去解讀，因

而誤解了佛經的意義。所以，複合詞的研究是一

項重要的課題。 

屬於這一類研究的，例如：顏洽茂〈南北朝

佛經複音詞研究──《賢愚經》《雜寶藏經》《百

喻經》複音詞初探〉，見於遼寧師範大學 1981 年

碩士論文。南北朝大量梵經漢譯，影響了中土語

言。研究反映實際語言的此期譯經複音詞，不僅

有一般斷代研究的意義，且有考察語言與社會產

生「共變」對詞彙影響的特殊意義。本文通過佛

經複音詞的結構模式、語義構成、語彙組成及外

來詞的共時靜態描寫，構擬此期複音詞的概貌，

並從歷時角度分析繼承發展因素，描繪漢語詞彙

從先秦到南北朝的複音化進程，從而對其在漢語

詞彙史上的地位作出評價。本文語言資料的版本

為數經校刊的《頻伽藏》。筆者認為南北朝佛經

複音詞在漢語詞彙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地位，它給

漢語詞彙庫增加了一大批新詞，開始打破正統文

言對詞彙禁錮，成為唐宋古白話直接源頭，並加

速了漢語複音化進程，以及證明漢語詞彙系統是

與外界進行能量交換的開放系統。 

又竺家寧〈論佛經中的「究竟」〉，發表於

第五屆中國訓詁學全國學術研討會，2000 年 12

月 16-17 日，逢甲大學，台中。「究竟」一詞是

今天常用的詞語，在上古漢語當中，無論是先秦

諸子或經書，這個複合詞還沒有產生，一直到中

古漢語裡才在佛經當中大量出現。但是，它的詞

義和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用法並不相同，形成了「同

形異義」的情況。本文針對這個現象進行分析討

論，將「究竟」一詞在佛經的詞義和語法功能作

一全面的描寫，並進一步觀察它和今天詞義的演

化關連。佛經的「究竟」一詞，可以作動詞的修

飾語，置於動詞之前。例如：聖諦濟苦患，智慧

究竟渡。（T2．No.137 舍利弗摩訶目連遊四衢經，

頁 861a）「究竟」還可以作動詞用，後面接賓語。

例如：若有持者，未曾有忘，究竟於學，當復得

住，於道所住，說經寂然。（T3．No.154 生經卷

2，頁 84b）「究竟」還可以作不及物動詞用，後

面不接賓語。例如：生老病死，不能究竟。（T3．

No.154 生經卷 5，頁 105a）「究竟」還可以作名

詞用，作賓語。例如：正士能博聞 安隱至究竟。

（T3．No.154 生經卷 3，頁 88a）「究竟」也可

以作「究盡」。例如：由此諸病不得盡苦際，比

丘當知究盡其源，解知無常為變易法。（T4．No.212

出曜經卷 29，頁 767b） 

又竺家寧〈敦煌卷子 p4663 詞彙研究〉，發

表於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國際研討會，2001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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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3-14 日，蘭州大學，甘肅。敦煌佛經卷子，

其中 4663 卷為西晉竺法護之譯品，屬於早期佛

經，其中的語言現象往往反映當時之口語，因此

很有研究價值。此段文字見於《大正藏》第九冊

經號 263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正法華經》

卷第三．藥草品第五：「為暢大音分別慧誼。大

師子吼班宣景模。吾為如來使。天上天下諸天世

人。未度者度。未脫者脫。未安者安。未滅度者

令得滅度。」依據法國國家圖書館所編之敦煌目

錄第五冊（1995），屬於《正法華經》之敦煌資

料，另外還有 4102 卷。此卷殘存十個碎片，其中

第四片僅有「正法華」標題三字。無經文內容。

因此，4663 卷實際為《正法華經》之唯一敦煌寫

本資料。敦煌卷子 4663 文字與今本《大正藏》原

文校勘，有一些出入，本文對其中的部分詞語進

行研究。其中值得深究的複合詞包括：「威曜、

咸尋、慧誼、班宣景模、諸通慧、道誼、道慧、

滋育、差特、觀念」。 

又竺家寧〈論佛經中的「睡覺」〉，發表於

第一屆淡江大學姊妹校漢語文化學學術會議，

2001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淡江大學，台北。

「睡」，坐寐也。打瞌睡，打盹之意。「寢」才

是臥睡。南北朝睡由「打瞌睡」變為「睡覺」。

「醒」上古已出現，但《說文》未收，意為「醉

除也」；晚唐始取代「覺」的功能；元明「醒」

完全取代「覺」。「覺」的「睡醒」一義逐步消

失。現代「睡覺」為動賓式，「覺」為名詞。從

北宋始以「睡覺」指「入眠」（而非醒來）。王

力認為「睡覺」與「忘記」屬於對立詞素，後來

「覺」義被磨損掉。《玄應音義》卷九說：「『覺』，

寐也。謂眠後覺也。」「睡」的本義是「坐著打

瞌睡」，《說文．目部》說：「睡，坐寐也。從

目，垂」。直至晚唐五代，「睡覺」一直作為詞

組，表「睡醒」的意思，尚未凝固成詞。具體使

用過程中「覺」漸演變為補充「睡」的語意，成

為動補結構，其詞義也漸由實變虛。隨著「覺」

表示「睡眠」的名詞和「睡一覺」的動量詞詞義

的產生，至宋明時，「睡覺」這一詞組中「覺」

表「睡醒」的詞義已大致消失，虛化為構成表示

「睡眠」義的並列複音詞的一種語法功能上的補

足構詞成分，從而凝固成一個偏義複音詞。「睡

覺」由並列結構的詞組演變為動賓結構的複音

詞，其詞義既有「組合同化」，又有偏義虛化，

這是漢語中的一個有趣的語言現象。根據本文的

研究，這個詞產生的時代很早，佛經當中就已經

普遍使用。例如：「此不善馬，何故默然，飲氣

而行，若初去時，如是鳴喚，彼時即應聞其聲響

諸人睡覺我今亦應，不見如此大苦惱事，此不善

馬，假使箭射穿穴其身，或以杖殺，應不合出行

向山林。」（T3．No.190 佛本行集經卷 19，頁

741a）。本文對佛經中這個詞的詞義和語法功能

進行共時的描寫。 

又竺家寧〈西晉佛經中表假設的幾個複詞〉

發表於 2000 年 9 月，《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

第 3 期，頁 45-58，嘉義。又收入 2001 年 7 月，

《古漢語語法論文集》，頁 289-296，高等社會科

學 院 （ EHESS ） ， Collection de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6, Collected essays in 

Chinese grammar, edited by Redouane DJAMOURI,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Paris。本文是國科會一項多年研究計畫

的一部分，整個計畫針對早期佛經的詞法進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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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的、窮盡式的分析。本文焦點放在西晉時代的

幾個表假設的複合詞上，觀察它的用法和語法功

能。由於漢語的歷史語料十分豐富，研究工作必

須做嚴密的斷代，才有可能精確的描述古代漢語

的詞法與句法。因此，把時代訂在西晉，這是早

期佛經產生的時代，這時的佛經語言尚未定型，

最能反映實際口語。所用的資料主要是竺法護的

譯品，他的譯品數量很大，提供了比較完備的語

法訊息。在古漢語的假設句中，通常使用單音節

連詞作為假設句的標誌。例如「如」「若」「苟」

「誠」「使」「倘」「儻」「便」「縱」「令」

「信」（孟子：信能行此五者，則……）等。中

古時代漢語詞彙逐漸走向複音節化，表示假設的

複合連詞逐漸增加，魏晉的佛經語言正反映了這

個現象。西晉時代反映在佛經語言中的口語詞

彙，有九種表假設的複合連詞：設使、設復、假

使、假而、假令、若是、若欲、若使、當使。古

漢語中幾個常見的複合連詞卻不見於佛經中，例

如：向使、嚮使、但使、假如、誠使、如使、倘

或、如果、藉使等。而佛經中最常出現的，設使、

假使，卻不是一般古漢語文獻出現頻率最高的用

語。其中，「設使、設復、假使、若是」在佛經

中的運用都顯示了詞彙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在這些複合詞構成的詞素中觀察，用來組成的二

字原先都是帶假設意義的成分。所以，這些複合

詞多是同義並列結構，只有「設復」「若是」例

外。本文透過具體材料做客觀窮盡式的分析，由

西晉時代一百多卷的佛經口語資料整理出九種表

假設的複合連詞，由原句的用法上進行探索，描

述其語法功能、句型構造，再以之與古漢語做比

較，歸納出歷時發展的過程，目的在透過這樣的

研究，提供漢語語法史及詞彙史研究的參考。 

又竺家寧〈早期漢語中「於是」的語法功能〉

1996 年 12 月，發表於《國立中正大學學報. 人文

分冊》第 7 卷第 1 期，頁 1-15，嘉義。「於是」

作為連詞性結構，一般是表示前後兩件事情的承

接關係，即表示後一件事的發生在前者之後，並

且是由前者導致的，或者是以前者為條件的。這

種連詞的「於是」是由介賓詞組的用法虛化而來

的。「於是」之中仍然隱含有「在這種情況（條

件）下」、「由於這個原因」等意思。但是，古

代的「於是」，不像現代那樣是個單純的連詞。

語法學者認為，連詞的「於是」流行於六朝，因

而推測時間補語「於是」的固定化應在六朝之前。

中古漢語的佛經用詞當中，西晉竺法護譯經中的

「於是」，可以發現有下面五種用法：一、「於

是」位於動詞後，作處所補語，只出現在偈語中。

例如：孰有智黠人，樂在於是中。（T3．No.170

德光太子經卷 1，頁 416a）二、「於是」修飾後

面的名詞。「於是」的「是」字作「此」字講，

「於是」句讀應斷開為「於 + 是」，有「在這

個……」、「在這些……」的含意。「於是」很

明顯的是個介賓詞組，修飾後面的名詞。三、「於

是」的前後都沒有主語。四、「於是」之前有主

語。五、「於是」之後有主語。 

又竺家寧〈佛經中幾組複合詞的訓詁問題〉，

發表於第二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04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3 日，湖北，荊門。由於翻譯

梵文和描寫佛教哲學的新思想、新觀念，因此佛

經語言不但反映了當時的實際狀況，也創造了許

多新詞彙，為漢語帶來了相當大的影響。例如漢

語雙音化的發展，即與佛經有密切關係，據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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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秦鳩摩羅什《法華經．序品》共九百多字，其

中雙音詞出現一百七十多次，而南朝宋劉義慶《世

說新語．政事篇》共一千四百多字，雙音詞只六

十多次。有些複合詞是現代漢語中不再使用的，

也有一些是現代漢語仍然使用，但是意義和用法

都發生了變化。本文選擇了三組複合詞作分析，

分別是：「交」構成的複合詞、「歸」構成的複

合詞、「調」構成的複合詞。這樣的觀察可以反

映中古漢語佛經當中詞素組合成詞的狀況，看哪

些詞素可以搭配，哪些不行。搭配之後的意義如

何？語法功能又如何？ 

四、佛經的翻譯問題 

佛經的翻譯，在翻譯史上是一件盛事。佛經

的翻譯是以宗教的虔誠、莊嚴的態度進行的。和

現代的翻譯很不一樣。不能拿現代書商翻譯外國

作品的角度衡量佛經的翻譯。佛經的翻譯設有嚴

謹的譯場制度，逐句逐詞的反覆討論，有如學術

研討會。漢文、梵文、宗教、哲學各類專家聚集

一堂，字斟句酌的反覆辯論，一定要大家都有了

共識，才把譯文寫定。所以今天我們如果學了一

點梵文，就批評古代的高僧大德誤翻佛經，恐怕

在態度上是值得商榷的。專事研究佛經翻譯問題

的著作，例如：陳明〈梵漢本《阿闍世王經》初

探〉，見於《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第 24 卷第 4 期（2003 年 12 月），頁 68-73。

認為《阿闍世王經》是後漢高僧支婁迦讖的譯經。

本文主要以阿富汗新出土的《阿闍世王經》梵本

殘卷，與漢文異譯本──西晉竺法護譯《文殊師

利普超三昧經》與北宋法天譯《未曾有正法經》

進行比較，發現支讖譯經中的音譯詞在竺法護譯

本中絕大部分是意譯，且支讖用部分音節的譯音

來代替整個複合詞的音譯。就意譯詞而言，《阿

闍世王經》中的單音詞與雙音詞的使用並不固定。 

又鄭延國〈合譯：佛經翻譯的一大特色〉，見

於《現代外語》1995 年第 4 期，頁 23-26、22、72。

本文探討佛經翻譯中的「合譯」特色，文章中對於

合譯的形成、發展歷程以及對中國翻譯史上的貢獻

作了精要的梳理。例如作者指出合譯的組合形式，

先由西方僧侶或西僧與漢僧二人以上合譯，之後走

向建立譯場制度。譯場制度性質由私設與官設並存

逐步過渡到官設譯場。在執本上，由西僧執本主譯

逐漸過渡由漢僧執本主譯等佛經合譯的特色。文末

以翻譯大量的經卷與促進中國的翻譯事業發展作

為對佛經合譯成就的總結。 

又華侃〈藏譯佛典中佛教詞語的譯創〉，見

於《中國藏學》2000 年第 3 期，頁 109-125。本

文以藏譯佛典為主要討論對象，分別就音譯、音

譯加注、半借半譯、意譯、擬聲、簡稱、數詞縮

語、成語諺語等幾方面來談。作者認為藏語中佛

教文化詞的大批湧現，豐富了藏語詞彙的寶庫，

促使藏語多音詞的增加，並且發展了吸收外來詞

的多種方式，例如音譯、音譯加注等。此外，也

促進了構詞法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複合法，以

偏正式居多之外，聯合式亦有出現，而其中的附

加法亦自有特色，之後更產生了多層式的綜合

式，並且不斷發展延續至今。 

又陳士強〈漢譯佛經發生論〉，見於《復旦

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 年第 3 期（1994 年 5

月），頁 95-101。本文系統地敘述了漢譯佛經的

產生、發展以及印度佛教經典的傳入、漢譯佛經

的原本、東漢至近代佛經翻譯的概況、譯場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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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體制、譯經規則、漢譯佛經對我國思想界和文

學界的影響、佛經的裝幀形式和抄刻等內容，為

經由佛經而了解佛教文化的途徑，提供了重要的

線索。 

又李經緯〈P.O.1 號敦煌回鶻文佛經殘卷譯

釋〉，見於《喀什師範學院學報》1996 年第 1 期，

頁 29-39、87。P.O.1 號敦煌回鶻文佛經是法國學

者伯希和從我國敦煌莫高窟帶走的回鶻文遺書之

一，原件藏於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伯希和專藏之

中。本文主要以哈密頓代刊本中所附圖版為主要

依據，以同一刊本中的轉寫字作參考，直接將該

文獻譯為漢文，列有 52 項，且稍加注釋，以供學

者進一步研究。 

又顏洽茂〈中古佛經借詞略說〉，收於《浙

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2 卷第 3 期

（2002 年 5 月），頁 76-79。本文認為佛教詞彙

的輸入中國，在歷史上算是一件大事。薩丕爾說：

「語言，像文化一樣，很少是自給自足的。交際

的需要，使說一種語言的人和說臨近語言的或文

化上佔優勢的語言的人，發生直接或間接的接

觸。」漢語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大量吸收外來詞

（借詞）的時期。從接受外語詞的方式來看，西

域借詞基本上採用對音轉寫（即音譯）的方式，

還創立了「轉寫＋指類名詞」、「轉寫＋意譯」、

「意譯組合」等多種型式。不可否認的，此期外

來詞確實存在著如下不規範的現象，例如：（一）

「轉寫」與「轉寫＋類名」並存：夜叉（《賢愚

經》卷一）—夜叉鬼（同上卷一○）。（二）「轉

寫」與「轉寫」省略並存：般涅槃（《賢愚經》

卷七）—涅槃（同上卷一）。（三）「轉寫」的

不同詞形並存：涅槃（《賢愚經》卷一）—泥洹

（《賢愚經》卷一）—般泥（《六度集經》卷五）。

（四）「轉寫」、「轉寫＋類名」與「意譯」並

存：泥洹（《無極寶三昧經》卷一）—滅度（《六

度集經》卷七）。 

又何亞南〈從佛經看早期外來音譯詞的漢

化〉，收於《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

期（2003 年 5 月），頁 155-160。本文主張由早

期音譯詞來看，漢語在吸收外來音譯詞時有著自

己的制約機制。這種機制的形成有語言內部的原

因，也有社會背景等外部原因。具體來說大致有

三方面：（一）漢語詞彙的特點對吸收外來音譯

詞的制約。這些音譯詞大多是單音節的，雙音節

者為少數。如「佛（浮屠）」、「魔（魔羅）」

等。（二）漢語系統的特點對吸收外來音譯詞的

制約。一般說來拼音文字系統的書面語與有聲語

言間的差別較少，但表意系統的文字則大不相

同。如「塔」、「玻璃」、「和尚」等，誰看了

都可以知道這些詞是「外來戶」。（三）社會背

景對吸收外來音譯詞的制約。從根本上說，一切

語言都是為了滿足人們的交際需要才產生的，所

以任一種語言的發展變化不可能不受社會需要的

影響。由於佛學東漸，佛教音譯詞才能融入漢語

詞彙，當這個前提失去後，有些本來很常用的音

譯詞仍會消失。例如「嵐」的「大風」義後來就

消失了。 

又杜愛賢〈談談佛經翻譯對漢語的影響〉，

收於《世界宗教文化》2000 年第 2 期，頁 48-49。

本文以為佛經翻譯在漢語詞彙方面的影響是巨大

的，因為兩種語言迥然不同，因此才出現了大量

新的漢語詞彙。由這些詞彙的構成來看，大致有

如下五種情況：（一）漢詞佛義。即用漢語本有



佛圖論壇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44 期  95 年 12 月 81 

的詞彙來表示佛教的義理。如漢語的「意識」一

詞本指「意向見解」，但在佛典裡「意識」是複

合詞，是佛教的法相名詞，為六識之一。（二）

意譯詞彙。這類詞彙在佛典裡運用的較多，對漢

語的影響也較大，如「虛空」、「平等」、「迷

惑」。（三）梵漢合璧詞。這類詞雖在佛經中大

量出現，但我們平時較少使用。如「禪師」、「般

若」、「涅槃」等。（四）利用新造漢字組成的

詞，這些詞部分被拿來廣泛運用，部分則沉澱在

佛典裡。如「寶塔」、「拜懺」、「魔障」。（五）

隨著佛典翻譯，也出現了許多源於佛教的成語和

熟語。如「天花亂墜」、「不二法門」、「不可

思議」等。 

又梁曉虹〈漢魏六朝佛經意譯詞研究〉，見

於南京師範大學 1985 年碩士論文。本文所謂意譯

詞的定義：（一）新造詞。用漢語原有的造詞材

料，根據漢語的造詞方法與梵語詞所概括的內容

另構成一個內容與形式完全統一的新詞。（二）

漢語舊詞意義經過有規律的轉移變化，從而表示

佛教概念，成為佛教名詞。內容討論了佛經語言

對漢語詞彙的影響。佛家語的大量產生，豐富了

漢語詞彙，推動了漢語詞彙的發展。根據翻譯需

要創造新詞，包括比喻造詞、佛家成語、「舊瓶

裝新酒」創造的佛家語。方式有借用、詞義變化、

意義引申、詞義分隔等。 

又德安法師〈《無量壽經》譯者考──以佛

經語言學為研究主軸〉，見於 2005 年 11 月南華

大學碩士論文。《無量壽經》又稱大本《阿彌陀

經》，簡稱《大經》，與小本《阿彌陀經》、《觀

無量壽佛經》，是稱讚阿彌陀佛淨土的主要經典，

合稱「淨土三經」。由於淨土法門的盛行，本經

在漢譯佛典中是一部廣遠流傳的經典。《無量壽

經》譯者古來的記載就紛雜不定，這是由於一來

有大小二本名稱的混淆；二來兩本皆有多次異譯

的情形，導致古來經錄編集者的誤錄，及至晚出

的經錄作者在發現前錄及高僧傳所載不一的混雜

出入現象。這些問題，近代東洋學者以種種細膩

的學術研究方法，在這方面下了不少釐清的工

夫。學者們都從「語譯比對」的角度來引出結論，

但看到的結論卻不盡相同。本文以「語譯比對」

作為研究方法，劃分為語音、構詞、詞義和句法

等四個主要領域。從《無量壽經》選出可資探討

的詞彙之後，再進一步將竺法護譯籍中相同、類

似或相異的用法，直接根據原典平行羅列出來，

若多數是相同的，再往古搜尋支謙、支讖乃至安

世高的譯籍中有無此種用法，若有，則為古譯已

有；若無，則表示為竺法護所創。在經過搜尋比

對後，整本《無量壽經》在語彙方面作一詳盡的

剖析。 

五、佛經詞彙的演化 

語言是會演化的，隨著時代的變遷，用詞習

慣會改變、詞彙本身的意義會改變。同時，佛經

詞語會隨著佛教的傳播，滲入社會用語當中，對

漢語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佛經詞彙的演化和

影響，也是佛經研究的一項重要領域。屬於這類

的研究著作，例如：胡湘榮〈鳩摩羅什同支謙、

竺法護譯經中語詞的比較〉，見於《古漢語研究》

1994 年第 2 期，頁 75-79、21。鳩摩羅什以準確

流暢的「新譯」，在中國佛經翻譯史上樹立宏大

的里程碑，所翻譯的《維摩詰經》和《法華經》

恰好是在支謙與竺法護原來譯本的基礎上重新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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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故「新譯」、「舊譯」都保存了下來。本文

選取了一些可以比較的詞語加以分析，如「勞－

煩惱」：「勞」在舊譯中專指人世間貪欲瞋恚等

精神痛苦的佛教術語，但在新譯中則在表達此一

概念時改以「煩惱」替代。作者希望從中看出五

胡亂華前後漢語詞彙嬗變的線索。 

又胡湘榮〈鳩摩羅什同支謙、竺法護譯經中

語詞的比較（續）〉，見於《古漢語研究》1994

年第 3 期，頁 82-86。本文接續〈鳩摩羅什同支謙、

竺法護譯經中語詞的比較〉一文，討論只在新譯

中出現的詞語，如「障礙」連文，在先秦典籍中

未見，在舊譯中也沒有，但在新譯中則多見，並

已凝固成一複合詞。如「去無障礙，一切佛土諸

功德故。」與只在舊譯中出現的詞語，如「習」

字在上古時期「習近」連文，專指親幸的人。舊

譯用此義，但在新譯中改用其他詞語來對應

「習」。 

又陳秀蘭〈敦煌俗文學語匯溯源──兼論佛

典翻譯對敦煌俗文學語匯形成的作用〉，見於《綿

陽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7 卷第 2 期

（1998 年 6 月），頁 9-13。本文旨在說明敦煌俗

文學（主要是變文）的發現，不僅連結了中古文

學與近代文學之間的關係，在漢語語彙發展上也

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由於目前對六朝以後漢語詞

彙的研究還相當薄弱，而從晚唐五代開始，逐步

形成了古白話。古白話的詞彙和現代漢語有更為

密切的關係，因此敦煌俗文學便是在中古與現代

間，詞彙發展史上的重要研究語料。而敦煌俗文

學則起源於東漢以來的佛典翻譯文學。 

又陳秀蘭〈敦煌俗文學語匯溯源──兼論佛

典翻譯對敦煌俗文學語匯形成的作用（續）〉，

見於《綿陽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7

卷第 3 期（1998 年 9 月），頁 1-16。本文接續上

篇，援引大量書證，探討每個詞條詞義的演變，

同時也把《漢語大詞典》所引有關詞條的最早出

處作比較，並對有此詞條的義項作增補與修正的

工作。例如「變現」、「病患」等。作者認為由

於佛典的中介作用，一部分口語進入書面文獻，

從而為敦煌俗文學準備了必要的詞彙系統。由於

佛典多用口語俗語，有助於宗教文學的口語化，

如敦煌變文、講經文內的韻語詩句已顯示出這種

多用口語的傾向。 

又梁曉虹〈論佛教詞語對漢語詞彙寶庫的擴

充〉，見於《杭州大學學報》第 24 卷第 4 期（1994

年 12 月），頁 184-191。本文主要討論佛教詞語對

漢語詞彙的擴充，起了怎樣的作用，具有何種地

位。文章中列舉諸多例子說明佛教詞語對漢語詞彙

寶庫的擴充的影響。然而作者主要是分別從縱觀與

橫觀的角度切入，在縱觀上，認為佛教詞語融入漢

語，源遠流長；以橫觀來說，佛教詞語擴大了漢語

基本詞、根詞，且充實了漢語常用詞彙。 

又宋相偉〈淺談義淨譯經的語料價值〉，收

入《文教資料（初中版）》2004 年 Z1 期，頁

148-150。本文主要介紹義淨譯經的語料價值，作

者認為義淨譯經中包括大量的口語詞，比較真實

地反映了當時的語言實際，例如詞語雙音化特徵

明顯等，是漢語詞彙史研究的重要語料。但近年

由於對漢譯佛典的研究和利用主要集中在漢魏南

北朝時期，而眾多的唐代漢譯佛典還未引起研究

者的普遍重視，所以作者在文章中分析義淨譯經

的語料價值，希望引起更多研究者的注意。 

又李廣明〈「老師」、「導師」之類的稱謂



佛圖論壇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44 期  95 年 12 月 83 

最早見於何書？－試論佛文化對近代漢語詞匯的

影響〉，見於《甘肅高師學報》第 4 卷第 3 期（1999

年），頁 26-30。本文選擇「師學」類詞為討論對

象，通過大量例詞論證佛經的傳入和中國化的過

程對近代漢語詞匯系統的建立所產生過的極其深

刻影響。例如：師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

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有帙，各有人傳持。」

《祖堂集》。就「師」而言，它在現代漢語中只

能算一個構詞語素而已。因此，「師」和「老師」

的不同體現古漢語和近代漢語以至現代漢語的不

同。作者認為如果沒有佛經作為中介，由古之「師」

到今之「老師」就會是一個難以想像的突變。故

應歸於佛經對現代漢語詞彙系統的影響。 

又法成〈佛經翻譯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

響〉，見於《佛教文化》1994 年第 3 期，頁 7-8。

本文旨在說明佛經的翻譯和流傳，首先對魏晉以來

中國文學的各個領域，有著極大的影響，進而推動

中國固有文學在形式和內容方面起了新的變化。例

如《維摩詰經》、《百喻經》等都是很好的翻譯文

學。此外，在佛典的翻譯過程中，創造許多新的詞

彙，豐富了漢語詞彙的內容，源於佛教的成語，幾

乎占漢語史上外來成語的百分九十以上。並且對中

國聲韻學也有很大的影響。對中國醫學亦曾產生過

影響，如唐代名醫孫思邈就吸取了佛經「四大」等

說為醫學基礎理論的組成成分。故佛經翻譯對我國

文化史有著不容忽視的地位。 

又曾昭聰〈漢譯佛經與漢語詞匯〉，見於暨

南大學華文學院《華夏文化》2004 年 3 期，頁

50-51。本文旨在說明佛經翻譯的歷史發展，並且

揭示出漢語詞彙中的熟語與歇後語與佛經之間的

關係。常用語例如「一無所知」、「四大皆空」、

「一塵不染」、「不知不覺」、「不二法門」、

「光明正大」等；歇後語如「老和尚念經－句句

真言」、「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泥菩薩

過江－自身難保」等，皆與佛教有密切的關係。 

又俞理明、譚代龍〈共時材料中的歷時分析

－從《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看漢語詞

匯的發展〉，見於《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2004 年第 5 期（2004 年 9 月），頁 66-71。

本文以唐人義淨翻譯的佛經《根本說一切有部毗

奈耶破僧事》為例，探討在專書的研究中展開歷

時的分析，著重分析該書各時期產生的詞語個體

數量與詞語使用率總和之間的區別，作者認為數

字的結果提示各時代所產生新詞語在後代文獻中

的保留，似乎與時間的推移有著更多的關係。文

本並討論在共時材料中展開歷時分析的價值，除

了加深理解對某些語言材料或語言現象的理解，

亦可促進漢語史研究的發展。 

又王云路〈試論外族文化對中古漢語詞匯的影

響〉，見於《語言研究》第 24 卷第 1 期（2004 年

3 月），頁 66-73。本文旨在說明中古漢語吸收外

來詞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第一、音譯詞，例如：

漢化借音詞，即加上漢字義符的借音詞，兼表聲音

和意義，如「胭脂」。第二、意譯詞，有完全意譯

詞，如「大秦」；有表義複合詞，即表義語素與漢

語固有詞組合者，如「胡服」、「胡床」。第三、

音義兼顧的外來詞，有記音詞與漢語固有詞語聯繫

起來者，如「駱駝」。有記音詞與漢語詞字形的巧

妙結合者，如表示猛風的「旋藍」等。故可看出外

族文化與漢族的關係日益密切，不僅產生豐富的外

來詞，這些新詞也在漢化的過程中，被賦予新義，

使得外來的痕跡逐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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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栗學英〈試論義淨譯著在漢語詞彙史上的

語料價值〉，收於《南京審計學院學報》第 2 卷

第 2 期（2005 年 5 月），頁 87-90。本文認為義

淨譯著中口語詞彙豐富，表達方式多樣化，很多

語詞的意義或用法為中土文獻所未見，義淨本人

還對譯經字詞有所注解，這些都有重要的語料價

值。基本上，義淨譯著符合「理想」的語料應具

備的條件：（一）內容具有廣闊的社會文化覆蓋

面。（二）語體含有較多的口語成分。（三）基

本保持歷史原樣，年代可考，且數量充足。在譯

著的詞彙特徵上，首先，口語詞相當豐富。由於

律藏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內容十分繁

雜，正可充分體現其語料價值。其次，表達多樣

化。如表示生病義的用詞就有「患」、「抱」、

「嬰」、「纏」、「嬰纏」、「遇」、「遭」、

「遇遭」、「染」、「得」、「帶」等，名詞用

法和使用頻率皆各有不同。因此，義淨譯著對詞

彙訓詁研究很有一定的幫助，這些注釋性文字有

助於我們理解分辨當時一些字詞的意義和用法。 

又陳登〈論外來宗教文化在英語和漢語詞彙

中的積澱〉，收於《四川外語學院學報》第 18 卷

第 3 期（2002 年 5 月），頁 139-141。本文主張

考察宗教在文化的積澱過程，不僅可以追本溯源

探究日常語言中的「神聖」痕跡，還可進一步了

解語言是怎樣受到宗教文化的影響而更加豐富

的。作者先說明宗教文化在語言中的順向積澱。

漢語中來自佛教的成語、諺語、俗語和歇後語中，

拿成語為例，與佛教有關的就有兩百多條。比如

「五體投地」、「水中撈月」、「空中樓閣」、

「三生有幸」等。其次，作者亦列出宗教文化在

語言中的逆向積澱。例如「天道」，在漢語中指

「自然規律」，而佛教則藉以表示「六道」之道

──欲界中的色界、無色界諸天。此外，引申指

佛典翻譯過程中，大量的漢語詞彙透過不斷變

化，使得與其原義有共同點及差異點的翻譯方

式。主要表現在：（一）增加抽象義。此指佛教

概念介入後，讓漢語中原來比較簡單具體的詞逐

步抽象化。如「解脫」原指開脫、免除，然佛經

中的「解脫」則表示解除煩惱達到自在的境地。

（二）增加比喻義。即佛典翻譯透過引申，給漢

語固有詞彙增添形象。如「羊角」本指羚羊角，

佛教則用以喻指煩惱。 

六、佛經著作的書評 

學術著作的評介（book review）在國外是一

個重要的領域。它的功能一方面可以介紹學術最

新的動態，一方面可以對某個著作的觀點提出討

論，有助於問題的釐清和學術的提升。有關佛經

著作的書評，例如：尹福〈佛經津梁，辭典資源

－讀李維琦先生《佛經釋詞》《佛經續釋詞》〉，

見於《古漢語研究》2001 年第 1 期，頁 6-8。本

文主要討論李維琦先生的著作《佛經釋詞》和《佛

經續釋詞》。共考釋佛經詞語 360 多條，其中百

分之八十以上印證了李維琦先生的新發現。本文

作者認為李先生因疑而發，舉證而成，釋理而明，

每一條考釋都有理有據而且有用，既為漢語詞彙

史的研究作出了貢獻，也有助於佛經的閱讀和大

型辭典的編纂。 

又段觀宋、李偉書〈俗語詞研究的新拓展─

─讀《佛經釋詞》《佛經續釋詞》〉，見於《長

沙電力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 年第 3 期，

頁 125-126。本文說明《佛經釋詞》與《佛經續釋



佛圖論壇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44 期  95 年 12 月 85 

詞》在詞語考釋上具有四個顯著特點，一為收詞

標準高，絕大多數是前人未發而詞書也未收的；

二為從第一手語料出發，由語境中歸納義項，分

辨差異；三為燭隱發微，考證精確；四為語言活

潑。因此，作者認為《佛經釋詞》和《佛經續釋

詞》這兩部著作，例證豐富，釋義精確，對於漢

語詞彙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又方一新、王云路〈讀《佛典與中古漢語詞

彙研究》〉，見於《古漢語研究》1994 年第 1 期，

頁 11-16。本文主要評論朱慶之先生所著的《佛典

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一書。作者認為此部著作

選題極有價值，不僅從「內容」、「文體」、「語

體」等方面入手，準確地標舉出漢文佛典的語言

特點，也利用佛典考釋了中古時期的新詞新義，

並展現佛典部分雙音詞的構成方式和表意特點對

漢語詞彙發展的影響。更從歷時研究的角度探討

詞語的來源，揭示佛典語料在縱向考察方面所起

的特殊作用。 

又高婉瑜〈方便法門──評竺家寧《佛經語

言初探》〉，收入《普門學報》第 30 期（2005

年 11 月），頁 363-365。佛經語言學是一門很「新

鮮」的學問，它結合了佛學和語言學兩大類科，

目的是探索佛經裡的「活語言」。在中國大陸，

已經有許多學者專家致力於這塊園地，展現出豐

富的研究成果，在台灣，竺家寧教授則是佼佼者，

長期研究佛經語言學，在《人間福報》、《香光

莊嚴》等雜誌上，發表數十篇論文，現集結成《佛

經語言初探》。該書一共分為七大篇，條理敘述

相關的語音、語義、詞彙、語法知識。包括詞序

問題，解釋佛經詞彙「知識 / 識知」、「人客 / 客

人」、「言語 / 語言」的異同。佛經常見口語的

詞義。如佛陀和佛弟子口稱「善來」。佛經詞彙

經過演變後，和今日的用法不同。例如「感激」，

在今日是正面、感謝的詞語，在佛經裡，它可是

生氣不滿之意。又如佛經裡頭「這」，我們當成

是近指代詞「這裡」，但在佛經「眾生這睹慧」，

「這」其實是「正好、適逢、剛剛」之意。從聲

韻學方面討論佛經的音譯詞，如「和尚」是梵文

upadhyaya 的音譯，竺教授透過中古《廣韻》知識，

解釋「和尚」為何又叫做「鄔波馱耶」和「和社」。

本書以深入淺出、輕鬆活潑的方式，將佛經常見

的口語詞介紹給讀者認識，當掌握了這些常用詞

的意義後，再去閱讀佛經、接觸佛教，障礙便減

低了。書中還引用了多條的佛經資料，逐一地解

釋每一條語料的意義，加深對常用詞的了解。因

此，竺教授的《佛經語言初探》是一本認識佛教

的基本入門書。 

又洪郁絜〈評佛經語言初探〉，收入《妙林

雜誌》第 18 卷 2 月號（2006 年 2 月 28 日），頁

69-72。佛經語言學的書籍相對於佛學研究的書籍

少很多。佛經給人的感覺是深具哲理性的。竺師

家寧曾經擔任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主任、研究所

所長，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教授，並且在南華大學

宗教學研究所開設「佛典漢語」課程多年。這本

書中的文章原本刊錄於人間福報「佛經詞彙的趣

味」專欄以及《香光莊嚴》55-57 期裡，現在把它

集結成書，希望藉由這本書可以引領讀者經由輕

鬆趣味的方式來了解佛經語言的奧妙。佛經的語

言研究，其實是幫助我們了解佛經經典的重要環

節。我們可以藉由佛經語言的研究，了解當時人

的用語方式，並且消解對於佛經的恐懼感。這本

書分為七篇，共有三一一頁，分別介紹語音、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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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詞義與句法這四方面。佛經語言中有改變詞

序的現象，叫作「同素異序」。詞義和我們現在

的用法不相同，形成所謂的「同形異義」。介紹

佛經中的三字詞，如：「安平正」，這是由「安」

和「平正」兩字組合而成，其意義為平坦美好。

「顧眄視」，這由三個同義詞組合而成的三音節

詞，表示眼睛東張西望的意思。從語音方面來探

究佛經用語，如：「沙門」又有「室羅末拏、舍

囉摩拏、沙聞那」。「羅剎」又譯作「羅剎娑、

羅叉娑、羅乞察娑、阿落剎娑」。梵文本身是一

種多音節的語言，當它轉變成我們漢語時，聲音

就成為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這本書以通俗易懂

的方式，引導了一般民眾閱讀佛經經典。 

七、結論 

上面的詞彙研究綜述，我們總共分成五個部

分：構詞、複合詞、翻譯問題、詞彙演化、著作

書評。在整個佛經詞彙研究的體系中，還有兩個

重要的領域，就是佛經的詞義研究、佛經音義之

學。前者論及佛經詞義如何進行研究、有些什麼

可行的研究方法、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詞義現象、

如何正確解讀佛經中的「非名相詞」（現有的佛

經辭典所未收）。後者如玄應和慧琳的《一切經

音義》，這是佛教最興盛的唐代集大成的佛經詞

彙著作。這方面的研究自宋代以後衰落，近十多

年隨著漢文佛典語言研究風氣的開展，又重新被

注意。事實上，佛經音義之學是通讀漢文佛典的

重要工具書，它是讀經的門徑。以上兩個部分，

我們將另文介紹。 

綜合本文討論的五個部分，可以發現漢文佛典

的詞彙研究，不但層面很廣，也有相當的深度。這

些成果對於佛教的研究都具有深遠意義。目前不但

各佛學院校逐漸注意到過去在這個方面的欠缺與

不足，積極的增設佛經語言學的課程，對通讀一千

年前的佛經所需要的聲韻、文字、訓詁、詞彙、語

法各項知識，也列入了課程設計當中。即使一般大

學研究所（如宗教所、中文所、古籍文獻所等）也

有開設「佛經語言學」的，因為浩瀚的佛經文獻，

也是中國文化當中的珍貴資產，對於文史類的研究

生，是不能或缺的部分。選擇佛經語言學作為博碩

士學位論文的，愈來愈多。綜觀佛經語言學的前

景，應是樂觀而充滿開拓性的。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901a8fc7684c976262535370673a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8fdb884c9ad88d2891cf6253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5728684c9762537088686a5f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4e0a73725f979ad854c18cea7684521753706548679c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40069006c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73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6b006f007200720065006b007400750072006c00e60073006e0069006e0067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1007500660020004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72006e00200075006e0064002000500072006f006f0066002d00470065007200e400740065006e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6f006e007300650067007500690072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00065006e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f0072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6500730063007200690074006f00720069006f00200079002000680065007200720061006d00690065006e0074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f00720072006500630063006900f3006e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e900700072006500750076006500730020006500740020006400650073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64006500200068006100750074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73007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9006d007000720069006d0061006e0074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20075007200650061007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5007200200075006e00610020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0007300750020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6e0074006900200065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537052376642306e753b8cea3092670059279650306b4fdd3064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c730b930af30c830c330d730d730ea30f330bf3067306e53705237307e305f306f30d730eb30fc30d57528306b9069305730663044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370c2a4d06cd0d10020d504b9b0d1300020bc0f0020ad50c815ae30c5d0c11c0020ace0d488c9c8b85c0020c778c1c4d56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voor kwaliteitsafdrukken op desktopprinters en proofers.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6006f00720020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0007000e500200062006f0072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50072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00065006d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f0072006100730020006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0006500200064006900730070006f00730069007400690076006f0073002000640065002000700072006f00760061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0006c0061006100640075006b006100730074006100200074007900f6007000f60079007400e400740075006c006f0073007400750073007400610020006a00610020007600650064006f007300740075007300740061002000760061007200740065006e002e0020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600f60072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6500720020007000e5002000760061006e006c00690067006100200073006b0072006900760061007200650020006f006300680020006600f600720020006b006f007200720065006b007400750072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for quality printing on desktop printers and proofers.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tru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