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圖論壇

佛典文獻詞彙研究的
現狀與展望
曾昭聰 中國暨南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教授
【摘要】佛典文獻的語料範圍與佛典文獻詞彙研究的角度都很廣，佛典文獻詞彙研究在所涉及的語
料範圍、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三個方面還需要加強，以推動佛典詞彙研究的發展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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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十多年來，佛典文獻詞彙研究日益紅

價值很大。

火，越來越多的學者投身於這一研究領域，越來

2. 中土所產生的佛經，尤其是唐宋禪宗語錄。漢

越多的高質量研究成果得以刊布。本文擬回顧和

文佛教大藏經的內容不僅僅包括歷代佛經翻譯

總結已有的研究成果，並展望未來的研究前景。

家翻譯的「佛教原典」（即被稱為「三藏」的
佛教經典），還包括歷代僧俗佛教學者詮釋「三

一、佛典文獻的語料範圍

藏」典籍，發揮和闡釋佛教理論，編撰佛教流

佛典文獻所指範圍較廣，從漢語詞彙研究角

傳和發展的歷史等各類著述。（註 1）其中尤

度來說，不同的語料研究價值有所不同。我們需

以唐宋禪宗語錄因其口語性高，頗能反映當時

要注意利用不同的語料對佛典文獻詞彙加以研

的語言實際，為詞彙研究者們所重視。對於後

究。佛典文獻若從不同側面加以強調，至少包括

出的語錄總集，如《景德傳燈錄》、《五燈會

如下幾個方面：

元》等所載語錄的可信度要採取審慎的態度。

1. 東漢以來的漢譯佛經。東漢桓、靈時代開始，

（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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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經在中國開始廣泛傳播。漢譯佛經由於語言

3. 史傳著作，即以記人為主的佛教歷史著作。主

的獨特性（既受原典語言的影響，同時又在一

要有梁慧皎《高僧傳》，梁寶唱撰《比丘尼傳》，

定程度上記錄了當時的漢語口語），因此研究

唐道宣《續高僧傳》，唐慧立本、彥悰箋《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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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日本真人元開（又稱淡
海三船）《唐大和上東征傳》，宋贊寧《宋高僧
傳》。另有其他史傳著作多種，不一一介紹。
4. 地志著作，即以記地為主的佛教歷史著作。主
要有東晉法顯《佛國記》，北魏楊衒之《洛陽
伽藍記》，唐道宣《釋迦方志》，唐玄奘述、
辯機綴文《大唐西域記》，唐義淨《南海寄歸
內法傳》，日本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新羅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今存敦煌出土《周
歷五天竺行程》殘卷）。
5. 佛經音義著作。主要有唐玄應《一切經音義》，
唐慧苑《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唐慧琳
《一切經音義》一百卷（包含了此前的《玄應
音義》、《華嚴音義》、雲公《大般涅槃經音
義》、大乘基《妙法蓮華經音訓》，並做過增
刪和改造）（註 3），遼希麟《續一切經音義》，
後晉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除此以外，
海外還有不少佛經音義，如日本的佛經音義就
非常豐富，水谷真成《佛典音義書目》中共列
出十二大部、二百三十四種。這些音義對佛典
文獻詞彙研究價值很大，應當重視。（註 4）
6. 佛教目錄著作。梁僧祐《出三藏記集》是現存
最早的三藏目錄和譯經文獻並傳記的撰集。其
中〈述列傳〉，敘述歷代譯家和義解僧人的生
平事略共三卷。其史料多被寶唱《名僧傳》、
慧皎《高僧傳》所依用。
以上所舉佛典文獻，各語料受重視的程度不
一，有的尚少有學者對其進行詞彙研究。

二、佛典文獻詞彙研究的角度及成果

行，以下試加分類敘述並列舉代表性成果。（註 5）

（一）佛典文獻整理
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編製的《古籍
整理出版規劃 1982-1990》中說到：「佛教著作比
較難懂，為便於青年研究者入門，擬精選一部分，
加以點校、注釋，編為《中國佛教典籍選刊》，
分輯出版，九年內先出第一輯。」中華書局《中
國佛教典籍選刊》第一輯包括二十多種佛典文
獻，此後又陸續出版了其他多種佛典文獻。這些
文獻均由學有專長的學者進行校點。其他整理過
的佛典文獻尚不少，像《洛陽伽藍記》有范祥雍
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註 6）、周祖
謨校釋本（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入唐求
法巡禮行記》有白化文等校注本（花山文藝出版
社，1992），《祖堂集》有吳福祥、顧之川的校
訂本（岳麓書社，1996）和張華的校訂本（中州
古籍出版社，2001），《觀世音應驗記三種》有
孫昌武點校本（中華書局，1994）和董志翹譯注
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等等。
這些佛典文獻有的還存在一些缺失，因此有
學者對其進行補正。例如董志翹〈《高僧傳》校
點商榷〉、〈《高僧傳》校點商榷（續）〉（《古
籍整理研究學刊》，1999.1、2000.1）、董志翹〈《宋
高僧傳》標點瑣議〉（《訓詁類稿》，四川大學
出版社，1999）、董志翹〈中華書局版《高僧傳》
校點商補〉
（《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5.6）、化振紅〈《洛陽伽藍記校注》疑誤商榷〉
（《古漢語研究》，2002.3）、譚代龍〈《〈洛陽
伽藍記〉校注》標點獻疑〉（《四川師範大學學
報(社會科學版)》，2002.2）、汪維輝〈《高僧傳》

佛典文獻詞彙研究可以從多個不同的角度進

標點商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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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紹峰〈《釋迦方志》校注補〉（《古漢語研究》，

（《中國語文》，2001.2）、曾良、葉愛國〈王梵

2005.1）
、吳新江〈是“到彥之”，不是“劉道產”

志詩“脆風壞”討論二則〉（《中國語文》，

──《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誤校一例〉（《文教

2003.6）、徐時儀〈玄應《眾經音義》方言俗語詞

資料》，2000.1）。

考〉（《漢語學報》，2005.1）。

（二）詞語考釋

（三）疑偽經及翻譯年代、譯者考辨

詞語考釋是佛典文獻詞彙研究的基礎。「近

從事佛典文獻詞彙研究，其中的一個前提和

代漢語詞語的考釋是近代漢語詞彙研究的基礎工

重要內容就是鑑別語料的年代與作者。如果年代

作，尤其是因為原先對近代漢語的研究重視不

有誤，則利用此語料研究出來的結論也就不可

夠，現在我們對很多近代漢語詞語的意義都不很

靠。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考察佛經的翻譯年代，應

清楚，在這種情況下，更應把詞語考釋放在首位。」

該成為佛經辨偽的重要方法。這方面的代表性研

（註 7）其他語料，隨著研究的深入，詞語考釋工

究成果有方一新「東漢魏晉疑偽佛經的語言學鑒

作的重要性逐漸讓位於有關理論探討工作，而佛

別研究」系列成果，如〈翻譯佛經語料年代的語

典文獻由於其詞彙的特殊性，詞語考釋工作仍很

言學考察──以《大方便佛報恩經》為例〉（《古

重要性。代表性著作有李明權《佛學典故彙釋》

漢語研究》，2003.3）、〈《分別功德論》翻譯年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袁賓《禪宗著作詞

代初探〉（《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語彙釋》（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李維琦《佛

2003.5）、〈《興起行經》翻譯年代初探〉（《中

經釋詞》、《佛經續釋詞》（岳麓書社，1993、

國語言學報》11 期，商務印書館，2003）、〈從

1999）以及在此二書基礎上增刪修訂而成的《佛

疑問句看《大方便佛報恩經》的翻譯年代〉（《語

經詞語彙釋》（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言研究》，2005.3）。其最終成果《東漢三國疑偽

代表性論文有蔣紹愚〈《祖堂集》詞語試釋〉
（《中

佛經考辨研究》對早期佛經翻譯家安世高、支婁

國語文》，1985.2）、蔡鏡浩〈魏晉南北朝佛經翻

迦讖、支謙等人翻譯的佛經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考

譯中的幾個俗詞語〉（《中國語文》，1989.1）、

辨，重點考察了十二種疑偽佛經。詞彙方面，鑑

董志翹〈《五燈會元》語詞考釋〉（《中國語文》，

別詞提取「規律性強、普遍性好的」詞作為判定

1990.1）
、董志翹〈《高僧傳》詞語通釋（一）（二）〉

依據，並大致上分為外來詞和本土詞兩大類。該

（《漢語史研究集刊》第 2、3 輯，巴蜀書社，1999、

成果初步建立了一套從語言學的角度對疑偽佛經

2000）、方一新〈南朝人撰三種《觀世音應驗記》

進行鑑別的方法，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並為明確

詞義瑣記六則〉（《中國語文》，2001.2）、方一

早期東漢三國的部分可疑譯經提供了重要參考。

新〈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二《生經》音義箚

（註 8）

記〉（《古漢語研究》，2006.3）、顧滿林〈從早

其他代表性成果有季琴〈從詞彙的角度看《撰

期漢譯佛經看“塔”的產生時代〉
（《中國語文》，

集百緣經》的譯者及成書年代〉
（《宗教學研究》，

2004.4）、姚永銘〈《一切經音義》與詞語探源〉

2006.4）、梁曉虹〈從《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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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疑偽經”在漢語史研究中的價值〉（《漢語

2001、2002）、江傲霜〈同經異譯的《維摩詰經》

現狀與歷史的研究──首屆漢語語言學國際研討

及其對漢語詞彙發展的貢獻〉
（《海南大學學報(人

會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史光

文社會科學版)》，2007.2）、汪禕〈同經異譯比

輝〈從語言角度判定《伅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

較釋詞舉隅〉（《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

非支讖所譯〉（《漢語史學報》第 5 輯，上海教

2007.2）。另外，陳文傑、史光輝正主持有關重譯

育出版社，2006）、譚代龍〈義淨譯著中的注文

佛經詞彙研究的科研項目。

及其作者之研究〉（《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2006.1）、辛島靜志〈《撰集百緣
經》的譯者問題〉、〈《撰集百緣經》的譯出年
代考證──出本充代博士的研究簡介〉（《漢語
史學報》第 6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遇
笑容、曹廣順〈從語言的角度看某些早期譯經的
翻譯年代問題──以《舊雜譬喻經》為例〉（《漢
語史研究集刊》第 3 輯，巴蜀書社，2000）、汪
維輝〈從語言角度看兩種《般舟三味經》的譯者〉
（第二屆漢文佛典語言學研討會論文，湖南師範
大學，2004）。

（四）同經異譯研究

（五）版本異文研究
同一佛經的不同版本上通常會有異文，孰正
孰誤？或反映了不同時代或不同譯經者的詞彙差
異與語言風格差異？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蔣冀
騁〈《長阿含經》校讀記〉（《漢語史學報》第 3
輯「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景盛軒〈異文的文化
闡釋〉（《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4.6）、景盛軒〈試論敦煌佛經異文研究的價值
和意義──以《大般涅槃經》為例〉（《敦煌研
究》，2004.5）、景盛軒、吳波〈南、北本《大般
涅槃經》詞彙差異〉（第三屆漢語史暨第六屆中

同一部佛經在歷史上可能有過多人對其進行

古漢語研討會論文，四川大學，2007）。其中〈試

翻譯，不同時代的翻譯家翻譯出來的佛經詞彙會

論敦煌佛經異文研究的價值和意義──以《大般

有差異，對這種差異進行研究可以進一步考查不

涅槃經》為例〉分別從異文與佛經整理、漢語史

同譯者的詞彙差異、翻譯風格等，並進而斷定某

研究、漢字研究、漢文與文化史研究四個方面論

些疑偽佛經的作者與翻譯年代。代表性成果有董

述了敦煌佛經異文研究的重要價值。

琨〈“同經異譯”與佛經語言特點管窺〉（《中
國語文》，2002.6）、胡敕瑞〈略論漢文佛典異譯
在漢語詞彙研究上的價值──以“小品般若”漢
文異譯為例〉（《古漢語研究》，2004.3）、胡敕
瑞〈《道行般若經》與其漢文異譯的互校〉（《漢
語史學報》第 4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辛島靜志〈《道行般若經》和“異譯”的對比研
究〉（《漢語史研究集刊》第 4、5 輯，巴蜀書社，

（六）基於梵漢對勘的詞彙現象研究
漢譯佛經中存在大量的漢語與原典語言的混
雜的語言現象。基於梵漢對勘的佛典文獻詞彙研
究，是指在梵漢對勘方法並綜合運用漢語史研究
的其他各種方法的基礎上，將漢譯佛經的語言與
原典語言進行對比研究，藉以明確語言接觸對漢
語史的影響。當然，「梵」應指一切原典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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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僅僅指古典梵文，還應包括其他種類的印度

的詞彙，但佛典文獻詞彙與中土文獻詞彙畢竟又

語文，或者還有其他的中亞古代語言。（註 9）

有顯著的差異，所以對於二者的相同相異之處進

主要代表性著作有金克木〈《漢梵對勘金剛

行比較研究，可以進一步瞭解其詞彙特點。這方

經》小引〉（《南亞研究》，1985.2）、梅維恒〈賢

面的著作有胡敕瑞《〈論衡〉與東漢佛典詞語比

愚經的原典語言〉（《漢語史研究集刊》第 8 輯，

較研究》（巴蜀書社，2002），代表性論文有陳

巴蜀書社，2005）、儲泰松〈“和尚”的語源及

秀蘭〈從常用詞看魏晉南北朝文與漢文佛典語言

其形義的演變〉（《語言研究》，2002.1）、顧滿

的差異〉（《古漢語研究》，2004.1）、王雲路〈試

林〈試論東漢佛經翻譯不同譯者對音譯或意譯的

說翻譯佛經新詞新義的產生理據〉
（《語言研究》，

偏好〉、〈東漢譯經中半音譯半意譯的外來詞簡

2006.2）、俞理明〈東漢佛道文獻詞彙研究的構想〉

析〉、〈漢文佛典音譯詞的節譯形式與全譯形式〉

（《漢語史研究集刊》第 8 輯，巴蜀書社，2005）、

（《漢語史研究集刊》第 5、6、9 輯，巴蜀書社，

朱慶之〈佛經翻譯與中古漢語詞彙二題〉、〈試

2002、2003、2006）、朱冠明、段晴〈梵漢本《法

論佛典翻譯對中古漢語詞彙發展的若干影響〉

華經》語詞札記〉（《古漢語研究》，2005.2）、

（《中國語文》，1990.2、1992.4）。

朱慶之〈佛經翻譯與中古漢語詞彙二題〉（《中
國語文》，1990.2）、朱慶之〈漢譯佛典在原典解
讀方面的價值舉隅──以 KERN 英譯《法華經》
為例〉、〈從幾組漢梵同理據詞看中印文化的早
期交往〉（《學術集林》第 6、11 輯，上海遠東
出版社，1995、1997）、朱慶之〈佛經翻譯中的
仿譯及其對漢語詞彙的影響〉（《中古近代漢語
研究》第 1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朱慶
之〈梵漢《法華經》中的“偈”“頌”和“偈頌”〉
（《漢語史研究集刊》第 3、4 輯，巴蜀書社，2000、
2001）。其他有關論文還有一些，如王繼紅〈玄
奘譯經的語言學考察──以《阿毗達磨俱舍論》
梵漢對勘為例〉（《外語教學與研究》，2006.1）
等，但研究重點不在詞彙。另外，段晴、朱冠明
都正主持有關基於梵漢對勘的佛經語言研究科研
項目。

（八）佛經詞彙修辭研究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四：「至如梵文天語，
元開大夏之鄉；鳥跡方韻，出自神州之俗。具如
別傳，曲盡規猷，遂有僥倖時譽，叨臨傳述，逐
轉鋪詞，返音列喻；繁略科斷，比事擬倫，語迹
雖同，校理誠異。」（T50，頁 459a23-27）（註
10）把梵文（包括西域諸國的語言）這種中國人
原不熟悉的「天語」流傳的佛經譯成漢文，「無
疑是一項『明逾前聖，德邁往賢』的艱苦的再創
作，它包容著中國文化深厚的底蘊。」（註 11）
其中的修辭無疑值得我們深入探討。漢譯佛經修
辭以譬喻為最多。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
卷二十九記載「喻有八種」（T12，頁 536b11-14）。
禪宗文獻中的詞彙修辭現象也不少。這方面成果
主要有陳蘭香〈佛經詞語中的比喻造詞及其美質〉
（《修辭學習》，1999.5）、梁曉虹〈漢譯佛經中

（七）佛典文獻詞彙與中土文獻詞彙的比較研究

的“比喻造詞”〉（《暨南學報》，1991.2）、梁

佛典文獻詞彙中的大部分還是漢語中所固有

曉虹〈佛經譬喻造詞之特色〉
（《語文建設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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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期，1991）、王繼紅〈玄奘譯經四言文體的構

其他代表性的專著有梁曉虹《佛教詞語的構

成方法──以《阿毗達磨俱舍論》梵漢對勘為例〉

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中國文化研究》，2006.2）。有關禪宗文獻修

1994）、顏洽茂《佛教語言闡釋──中古佛經詞

辭研究的論文也有一些，如疏志強〈試論禪宗修

彙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俞理明《佛

辭的非邏輯性〉（《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經文獻語言》（巴蜀書社，1993），代表性論文

版)》，2004.1）、焦毓梅、于鵬〈禪宗公案話語

有董志翹〈漢譯佛典的今注今譯與中古漢語詞語

的修辭分析〉（《求索》，2006.12），不過重點

研究──以《賢愚經》《雜寶藏經》譯注本為例〉

並不在詞彙。

（《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1）、顧滿林〈東

（九）相關詞彙理論研究
「全面地看，近代漢語詞彙的研究不僅僅是
詞語考釋，而是應包括更多的內容。」近代漢語
詞彙研究應該包括詞語的考釋、構詞法的研究、
常用詞演變的研究、專書詞彙研究、各階段詞彙
系統的研究、近代漢語詞彙發展史的研究。（註
12）佛典文獻詞彙研究日益注重佛典文獻的相關
理論探討。朱慶之《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
（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是這一方面的開創性
之作。顏洽茂「中古漢譯佛典詞彙研究」力圖將
個別詞語的考釋、斷代詞彙面貌的清理與漢語歷
史詞彙的系統、理論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並提
供中古漢語詞彙研究的某些「模型」，揭示出中
古漢語詞彙的特點以及漢語詞彙歷史發展中一些

漢佛經音譯詞的同詞異形現象〉（《漢語史研究
集刊》第 8 輯，巴蜀書社，2005）、何亞南〈從
佛經看早期外來音譯詞的漢化〉（《南京師大學
報(社會科學版)》，2003.3）、蔣冀騁〈新編佛經
詞典初論〉（《語言研究》，2003.1）、許理和〈關
於初期漢譯佛經的新思考〉（《漢語史研究集刊》
第 4 輯，巴蜀書社，2001）、許理和〈最早的佛
經譯文中的東漢口語成分〉（《語言學論叢》第
14 輯，商務印書館，1987）、張幼軍〈論佛經訓
詁方法〉（《古漢語研究》，2006.2）、竺家寧〈魏
晉佛經的三音節構詞現象〉（《紀念王力先生百
年誕辰學術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2）。理
論上的思考涉及到語言研究的各個方面。

（十）斷代與專書詞彙研究

帶規律性的東西。（註 13）董志翹〈漢文佛教文

佛典的斷代研究可以理清一個時代佛典語言

獻語言研究與訓詁學〉（《漢語史研究集刊》第 8

的特點，而專書研究又可以對專書語言現象有更深

輯，巴蜀書社，2005）則探討了佛典文獻與訓詁

入細緻的把握。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董志翹《〈入

之關係。譚代龍《義淨譯經身體運動概念場詞彙

唐求法巡禮行記〉詞彙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系統及其演變研究》（語文出版社，2008）以義

社，2000）、化振紅《『洛陽伽藍記』詞彙研究》

淨譯經為語料，以其中指稱身體運動概念的相關

（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史光輝〈東漢佛經詞

詞彙為研究物件，獲得了初唐時期該類詞彙面貌

彙研究〉（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1）、王紹

和系統屬性，並對反映出來的規律性現象加以理

峰《初唐佛典詞彙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

論概括。

2004）、徐時儀《慧琳音義研究》（上海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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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出版社，1997）、徐時儀《玄應〈眾經音義〉研

佛典詞彙研究的學者中，有不少就是近年深入

究》（中華書局，2005）、姚永銘《慧琳〈一切經

學習梵語並用於研究工作的。而對於修辭研

音義〉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主要論

究，2007 年 10 月在四川大學召開的第三屆漢

文有王小莘〈《高僧傳》詞彙研究〉（《語言學論

語史暨第六屆中古漢語學術研討會上，吳禮權

叢》第 22 輯，商務印書館，1999）等。

〈關於修辭學與漢語史研究的斷想〉、曾昭聰
〈漢譯佛經修辭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不約而同

三、佛典文獻詞彙研究展望

地大力倡導。

從以上佛典文獻詞彙研究的語料範圍和佛典

3. 從研究的方法來看，雖說詞彙研究的方法因研

文獻詞彙研究的角度及代表性成果中，可以看出

究角度不同而有一定的差異，但有共同之處。

佛典文獻詞彙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回顧

從已有成果來看，佛典文獻詞彙研究成果很好

過去，展望未來，在以下諸方面還需進一步加強。

地吸取了傳統訓詁學的優良傳統，從語言材料

1. 從研究所涉語料範圍來看，現有的研究成果對

出發，注重實證，不作鑿空之論。而今後應注

各種語料均有涉及，但語料利用上尚不均衡。

意加強的，筆者以為是如下三個方面：

對東漢以來的漢譯佛經和中土所產生的佛經，

其一，佛典文獻詞彙研究方法的共性則是「比

尤其是唐宋禪宗語錄利用多，而其他語料利用

較」。詞語考釋需要語境、用例的比較，而疑偽

較少。例如史傳著作、地志著作和佛經目錄著

經及翻譯年代、譯者考辨，同經異譯研究，版本

作，就較少有人利用其中語料進行詞彙研究。

異文研究，基於梵漢對勘的詞彙現象研究，佛典

誠然，東漢以來的漢譯佛經與禪宗語錄中有數

文獻詞彙與中土文獻詞彙的比較研究，更是需要

量極多的新詞新義，值得探討；但其他語料也

比較。比較是發現語言的共性和特性的有效方

不容忽視。另外，從事漢語詞語考釋時，只有

法，呂叔湘先生就曾經大力提倡對比研究的方

少數學者注意利用佛經音義，對於前人的研究

法。佛典文獻詞彙研究也只有在比較的基礎之上

成果尚未充分利用。

才可能進一步深入，以發現其詞彙特點，加速理

2. 從研究角度來看，相當多的研究力量集中疑難

論建設。在這一方面，難度最大的是基於梵漢對

詞語的考釋。雖然這是研究佛典文獻的基礎工

勘的詞彙研究。隨著研究的深入，不懂梵語（也

作，但不能僅停留在這一層面。以上所談到的

包括漢譯佛經的其他原典語言，即除梵語之外的

各方面，都值得我們花大力氣去進行。當然，

其他印度古代語言和中亞地區的古代語言）將受

有的難度過大，需要掌握多種相關知識，例如

到很大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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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研究方法上需注意利用有關理論來作

語，從事詞彙修辭研究需要掌握修辭學基礎知

指導，並對研究成果作理論上的總結歸納。雖然

識與基本理論。但一般說來，只要肯花時間和

已經有了相當多的成果，但理論的利用與總結應

精力，是有能力勝任的。從事基於梵漢對勘的

隨著研究的深入而得到更多的重視。當然，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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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用需要我們站得更高，視野更開闊；而理論

獻詞彙之微妙，共同推動佛典文獻詞彙研究的發

的總結需要我們擁有更多的實證研究的基礎。

展與繁榮。

其三，漢譯佛經詞彙研究必須與中土文獻相
結合進行。梁啟超曾說到佛經翻譯可分三期：「第
一，外國主譯期。第二，中外人共譯期。第三，
本國人主譯期。宋贊寧《高僧傳》三集論之云：
『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
和。碗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里，覿面難

【附註】
註 1：李富華，何梅，〈自序〉，《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頁 7。
註 2：李壯鷹，〈談談禪宗語錄〉，《北京師範大學學報》，
1998 年第 1 期。
註 3：姚永銘，《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頁 12-14。

通。……』此為第一期之情狀。安世高、支婁迦

註 4：梁曉虹，〈日本現存佛經音義及其史料價值〉，《佛

讖等實其代表。此期中之翻譯，全為私人事業，

經音義研究──首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譯師來自西域，漢語既不甚了解，筆受之人，語
學與教理，兩皆不嫻，訛謬淺薄，在所不免。又
云：『次則彼曉漢談，我知梵說，十得八九，時
有差違。……』此為第二期之情狀。鳩摩羅什、
覺賢、真諦等實其代表。口宣者已能習漢言，筆
述者且深通佛理，故邃典妙文，次第布現；然業
有待於合作，義每隔於一塵。又云：『後則猛、
顯親往，奘、空兩通，器請師子之膏，鵝得水中
之乳，……印印皆同，聲聲不別。』此為第三期
之情狀。玄奘、義淨等實其代表。」（註 14）由
於外國翻譯家們對漢語畢竟有一定的隔膜，早期
的譯經在詞彙的運用上也必會受其本民族語言的

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註 5：以下所舉例子只是已有成果中的一部分，並參考了
帥志嵩、譚代龍、龔波、郭浩瑜、黎路遐《佛經文
獻語言研究論著目錄（1980-2006）》徵求意見稿電
子版，謹此說明並致謝。
註 6：為使參考文獻不致太臃腫，本文在正文中標出提及
的著作的出版單位和出版時間；論文則標出刊物名
稱及刊出時間。如下文「1999.1」指該雜誌 1999 年
第 1 期。以下所提及的著作和論文出處均仿此。
註 7：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要》，（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5），頁 287。
註 8：浙江省社科聯，《國家社科基金專案終期成果介紹》，
（杭州：浙江社科網）。
註 9：王繼紅，〈玄奘譯經四言文體的構成方法──以《阿
毗達磨俱舍論》梵漢對勘為例〉，《中國文化研究》，
2006 年第 2 期。

影響，因此我們在研究時不可僅侷限於漢譯佛經

註 10：本文所引佛經，均據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電

中的語言現象，必須將其與中土文獻相對照，以

子版《大正藏》（引文後標明冊數、頁碼、欄數、

避免將非漢語形式的語言現象視作漢語發展史上
的固有特點和發展演變階段的情況。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們有理由相信佛典
文獻詞彙的研究，將會是傳統訓詁學在新時代發

行數）並復核紙質本。
註 11：同註 1，頁 19。
註 12：同註 7。
註 13：同註 8。
註 14：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佛學研究十八篇》，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173。

展的新趨勢，是漢語詞彙訓詁研究的最新發展方
向之一。語言研究者需要「精勤苦行，滅惡修善，
勤習不捨」（T01，頁 11c18），方能體會佛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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