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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言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 

 

1.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ng is long, but TS is 
new (50 yrs old) 

2. Treated as a part of language learning (ET), or 
subordinate to other disciplines (e.g. CompLit, 
applied linguistics—contrastive grammar, or T 
workshops) 

3. A split between theory & practice in TS 

4. Holmes’s1972 paper: “founding statement” of 
the discipline as TS 

5. Rapid development, pros. & cons as an inter-
discipline  

 

 



Roman Jakobson’s 3 Categories 

1.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rewording” an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signs by means of other 
signs of the same language (e.g. summary, or 
children version of an encyclopedia) 

2.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proper” : an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signs by means of some 
other language 

3.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signs by means of signs of non-verbal 
sign systems (e.g. musical adaptation) 

(Jakobson 1959/2004: 139 qtd. Munday 8-9) 



4. The Holmes/Toury “Map” 

 

Holmes’s “map”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oury 1995:10, qtd.  Munday 16) 



Applied Branch of TS 



II. 前行佛經翻譯事業 

 



道安（312-385）：長安譯場 

首家代表集體合作的著名譯場 

道安《比丘大戒序》：「自襄陽至關右，見外國
道人曇摩侍諷《阿毘曇》，於律特善，遂令涼州
沙門竺佛念寫其梵文，道賢為譯，慧常筆受。經
夏漸冬，其文乃訖。」 

 

外國僧人口誦經文—筆受為漢文—校對譯本 

 

(宋 贊寧《宋高僧傳》卷三 12種譯場分工 引自蔣陽建 頁63-65) 



鳩摩羅什(343-413)逍遙園譯場 

真正意義上的國立譯場 

--住長安12年，率弟子僧肇等800餘人，共譯
經74部，384卷（現存35部，313卷） 

--講譯同施，類似印度講經法會，通過質詢辯
難、問答、辯論，引領聽眾深入了解經義 

--例：譯《大般若經》時，「法師手執梵本，
口宣秦言，兩釋異音，交辨文旨。」 

--增加證梵本、潤文、證義、校刊等程序 

(宋 贊寧《宋高僧傳》卷三 12種譯場分工 引自蔣陽建 頁63-65) 



彥琮—大興善寺譯場581-600 

 洛陽上林苑翻經館，中土精梵漢僧侶主譯 

 譯經23部、合100餘卷 

 《辨正論》 

 主張譯經須以梵本為依據，較西域所傳胡本可
靠 

 立八備十條之說，指出佛經翻譯人才之條件 

 可謂華文翻譯史上第一部相對較為完備之翻譯
理論體系 

 

(宋 贊寧《宋高僧傳》卷三 12種譯場分工 引自蔣陽建 頁63-65) 



玄奘譯場：大慈恩寺翻經院等 

 唐代譯經事業鼎盛時期 

 國立譯場：弘福寺、大慈恩寺、玉華宮等 

 19年，譯出重要經論75部、1335卷 

 譯場組織更健全 

 楊延福：「玄奘吸取前代經驗，取經用宏，定
出集體合作的翻譯程序制度，分工負責，各有
專職」「態度謹嚴，著筆審慎，譯前廣羅各本，
校勘異同，擇善而從」 

 季羨林認為玄奘翻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宋 贊寧《宋高僧傳》卷三 12種譯場分工 引自蔣陽建 頁63-65) 



道安︰五失本、三不易 
 琮久參傳譯。妙體梵文。此土群師皆宗鳥迹。至於音字詁

訓。罕得相符。乃著辯正論。以垂翻譯之式，其詞曰︰彌
天釋道安每稱。譯胡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 

1. 一者胡言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 

2. 二者胡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眾心非文不合。
二失本也。 

3. 三者胡經委悉。至於歎詠丁寧反覆。或三或四不
嫌其繁。而今裁斥。三失本也。 

4. 四者胡有義說。正似亂詞。尋檢向語文無以異。
或一千或五百。今並刈而不存。四失本也。 

5. 五者事以合成將更旁及。反騰前詞已乃後說而悉
除此。五失本也。 

道宣《續高僧傳卷第二》<譯經篇>隋彥琮傳四  



道安︰五失本、三不易 

1. 然智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時俗
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 

2. 愚智天隔聖人叵階。乃欲以千載之上微言。
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 

3. 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
察迭書。今雖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羅漢
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平平若是。豈將不以
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 

 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胡為秦。詎可不慎乎。 

 



彥琮《辨正論》譯才「八備」 

1. 誠心愛法、志願益人、不憚久時。其備一也。 

2. 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其備二也。 

3. 筌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闇滯。其備三也。 

4. 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其備四也。 

5. 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其備五也。 

6. 沈於道術、澹於名利、不欲高衒。其備六也。 

7. 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其備七也。 

8. 薄閱蒼雅、粗諳篆隷。不昧此文。其備八也。 

八者備矣，方是得人，三業必長，其風靡絕。 

 道宣《續高僧傳卷第二》<譯經篇>隋彥琮傳四 

大正藏第 50 冊 No. 2060 續高僧傳 CBETA 2010 



隋「五不翻」譯著理論 

一名含眾名，譯家所以不翻。 

二云名字是色聲之法，不可一名累書眾名，
一義疊說眾義，所以不可翻也。 

三云名是義上之名，義是名義之義，名即是
一，義豈可多…若據一失諸，故不可翻。 

四云一名多義…關涉處多，不可翻也。 

五云…此無密語翻彼密語，故言無翻也。 

(引自馬佩《玄奘研究》114頁) 



玄奘大師「五不翻」  
佛典翻譯有五種情況不翻，分別為： 
 

1. 祕密故不翻：如陀羅尼咒是佛之祕密語，微妙深隱、不
可思議，故不以義譯之。 

2. 含多義故不翻：如「薄伽梵」，含自在、熾盛、端嚴、
名稱、吉祥、尊貴等六義，翻譯了一種，其他意思就無
法表達。 

3. 此無故不翻：如「閻浮樹」，漢地沒有這種植物，故不
迻譯。 

4. 順古故不翻：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自攝摩騰法
師以來都用梵語音譯，於是保留不翻。 

5. 生善故不翻：可以衍生善法的緣故，例如「智慧」一語
通俗淺顯，「般若」則顯莊嚴，更能令人生起敬意。 

 

「五不翻」的用意乃在詳明佛典譯文要義，頗為後世譯經者所法。 

《大正藏．翻譯名義集》 



III. 玄奘大師之譯場制度與翻譯策略 

 



玄奘大師主要譯場 

1. 弘福寺 

2. 大慈恩寺 

3. 西明寺 

4. 玉華宮寺 
翠微宮、弘法院 



玄奘大師之譯場分工 
645年3月開始於全國徵募，房玄齡發使徵調 

譯主︰玄奘—譯場主持人，統籌譯經工作，解決翻譯難題 

證義12人︰與譯主評量譯文，增加譯文準確性 

綴文9人︰根據梵漢不同語言結構轉譯經典，調整句式，
疏通文理 

字學1人︰定字真偽 

證梵語梵文1人︰聽譯主誦讀梵文，證實是否有誤 

參譯︰將譯為漢文之經典回譯為梵文相互對照，以保正確 

刊定︰去除冗句，令譯文準確流暢 

潤文︰潤色文辭 

梵唄︰檢驗新譯經文之音韻是否順口悅耳 

監護大臣︰欽命大臣，監閱總校，進上譯本 

 

方立天，《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104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引自《玄奘研究》117頁 



1. 译主：“赍贝叶之三藏，以明练显密二教者充之”。译场
中心人物，宣读贝叶经典原本，并讲解其意义者。 

2. 笔受：“必言通华梵，学综有空。相问委知，然后下笔，
又谓之缀文”。这是将梵语意义写成汉文 

者，译主宣译完毕即笔录成汉文。人员多时有好几名。 

3. 度语：“正云译语也。传度转令生解，亦名传语”。口译
梵文为汉语，让其他僧人明白经文意思。译 

主为华人，或外国人而精通汉语者，常常不设此职。 

4. 证梵本：“求其量果，密能证知，能诠不差，所显无谬
矣”。主要考察原文本身是否正确。 

5. 证梵义：“乃明西义得失，贵令华语下，不失梵义也”。
这是检核所翻译的语句是否契合梵文原语意 

义的工作，必精通梵汉两语者始胜任。 

6. 证禅义：“沙门大通充之”。唐代中期所设，专门评量有
关“禅法”的含义，佛门大彻大悟者当之， 

以免词不达义理。 

 

宋 贊寧《宋高僧傳》卷三 12種譯場分工 引自蔣陽建 頁63-65 



7. 润文：“员数不恒，令通内外学者充之。良以笔受在其油素，文言岂
无俚俗，傥不失于佛意，何妨 

刊而正之”。这是润饰译文的工作，由一人或数人担任，任此职者，必
善于修辞属文之士。唐代担任润文的 

多为文臣翰林，房玄龄、杜正伦等曾担任此职。 

8. 证义：“盖证已译之文所诠之义也。如译婆沙论，慧嵩道朗等三百人
考证文义，唐复礼累场充其任 

焉”。这是调查经典内容，审定其意义有无错误的工作，此职亦常以多
人担任。 

9. 梵呗：“法筵肇启，梵呗前兴，用作先容，令生物善。唐永泰中，方
闻此位也”。这是译业开始时举 

行的一种宗教仪式，是担任梵呗讽诵、赞叹三宝的职务，依此整肃译场
人员的威仪，启发护法的善心。 

10. 校勘：“雠对已译之文，隋则彦琮覆疏文义，盖重慎之至也”。校对
原文与译文是否对应，是一种 

校阅的工作。 

11. 监护大使：“监掌翻译事，诠定宗旨”。此职司常由朝廷高官或僧员
充任。 

12. 正字字学：“又置正字。字学,玄应曾当是职，后或置或否”。非常
设职务，主要负责甄选译文中的 

生僻字和异体字。 

 



《佛祖統紀》宋初沿襲奘譯場形式 

太平興國二年，詔於太平興國寺西，建譯經
院。為三堂，中為譯經，東序為潤文，西序
為證義> 

 (《佛祖統紀》卷四三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 

 

 

 



…第一譯主，正面坐外。第二證義，坐其左。
第三證文，坐其右。第四書字梵學僧。第五
筆受，第六綴文。第七參譯。第八刊定。第
九潤文官，於僧眾南向設位。 

 (《佛祖統紀》卷四三太平興國七年條) 

 

曹世邦指出: “不特日照’準玄奘例’，其遺規至
宋猶承襲不替” (211頁) 

 

《佛祖統紀》宋初沿襲奘譯場形式 



一 宣譯 

宣譯時全體恭聆主譯宣釋經文蘊義，故譯經
院中堂為譯經 

而燈論序稱義學沙門與傳譯沙門皆「同作證
明」。 

證義大德既如慈恩傳所稱「諳解大小乘經
論」，當能各貢其學養與主譯討論梵文義理，
以定應如何轉譯為華言，其他大德亦各抒己
見，是謂之「研徐皙幽旨」。 

(曹世邦 212頁) 



二 證義 潤文 審訂 

 梵文之每句蘊義既經宣出研討，先歸潤文
整理，再交證義查審譯文能否表達原意，
故潤文在東序，證義在西序。 

 若譯文與梵本不符，證義為其修改後再送
東序潤色。燈論序稱「文雖定而皙詳，義
乃明而重審」者，審訂蓋不只一次，此亦
承東晉南北朝時鄭重校讎之舊規耳。 

(曹世邦 212頁) 



三 主譯決斷疑難 

 主譯每日黃昏後，集眾將已宣譯之經論再
講，而證義潤文二序若對經義有疑難不決
之處，於此時再請教於主譯。慈恩傳稱
「諸州聽學僧，恆來決疑請義」，奘公助
手均自全國各路州選拔，故謂之「諸州聽
學僧」也。 

(曹世邦 212頁)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梵文：प्रज्ञापारमिताहृदयसूत्र Prajñāpāramitā 

Hṛdayasūtra 

 

http://lib.fju.edu.tw/db/dblist.asp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2%B5%E6%96%87


漢譯本 

 
標題 譯者 版本 存缺 

《摩訶般若波羅蜜咒經》 吳·支謙 缺 

《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 姚秦·鳩摩羅什 略本 存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唐·玄奘（649年） 略本 存 

《般若波羅蜜多那經》 唐·菩提流志（693年） 缺 

《摩訶般若髓心經》 唐·實叉難陀（695－710年） 缺 

《佛說波羅蜜多心經》 唐·義淨（695－713年） 略本 存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別本 唐·法月（初譯，738年） 廣本 存 

《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唐·法月（重譯，738年） 廣本 存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唐·般若共利言等（790年） 廣本 存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唐·智慧輪（847－859年） 廣本 存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唐·智慧輪（847－859年） 廣本 存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唐·法成（敦煌石室本） 廣本 存 

《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宋·施護（980－1000年） 廣本 存 

中國歷史上，至宋朝為止，可考的至少有11次漢譯，現存9本。 



翻譯技巧 

1.運用補充法 

2.省略法 

3.變位法 

4.分合法 

5.譯名假借法 

6.代詞還原法 

(印度柏樂天P. Pradhan 與張建木對勘奘譯<<集論>><<俱舍論>> 引自馬祖毅66-68頁) 



V. 對當代譯學之啟發 

 



Nida’s 3-stage System of Translation 

(Nida and Tabler 1969:33 qtd. Munday 40) 



Literal, Minimal, Literary Transfer 

Nida’s Sample of John 1:6  

(Nida 1964a: 185-7, qtd. In Munday 40-41) 



梵漢辭彙對比分析研究 

陳淑芬《慧琳音義》引玄奘《藥師經》梵漢詞彙對 



梵漢關鍵詞在語境中之研究 

蔡伯郎 玄奘譯《成唯識論》之三性說 



結語：延伸思考 

1. 翻譯實踐：對經典翻譯計畫之啟示 

1. 翻譯團隊之建構與立體性合作 

2. 翻譯流程與翻譯品質之控管 

3. 翻譯人才之培訓 

4. 當代翻譯工具之使用（語料庫輔助翻譯、教學與
研究） 

5. 相關配套措施 

2. 翻譯理論 

1. 重新檢視傳統佛經翻譯論述 

2. 佛經翻譯論述實踐對當代翻譯理論 之啟發  



人的一生，有多少個十九年？ 

十九年，可以成就多少事？ 

有多少事，及至千年之後，仍然啟迪後世，利益眾生？ 

是怎樣的悲願，支持年僅28歲的求法僧，步行三年，穿
越沙漠、雪地、九死一生，西行? 

46歲開始譯經，65歲圓寂，譯經75部，1335卷 

唐代新譯佛經半數以上的產量。超高水準的譯經品質 

一身五足，最高難度的論典，全用漢文留下來了！ 

珍惜寸陰，分秒不空過 

這是奘師和他的團隊捨命留下來的法寶 

 



每誦開經偈，萬劫難遇，微妙之法 

佛所宣說，羅漢結集，祖師大德傳承 

烽火亂世，歷經萬里傳播 

呈現在眼前的經論，是如此得來不易， 

豈是感恩二字所能形容？ 

若奘師生於當代，當引領一代國際譯場 

在全球化浪潮中成就千古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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