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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哲基金會 

《藏傳佛典漢譯試營運計畫》 

翻譯準則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7 日擬訂 

 

 

藏傳佛典漢譯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為有效執行藏傳佛典之漢譯，完成普及流

通之譯作，並且維持長期的譯作數量與人才產值，訂定本準則。 

 

 

一、譯稿結構 

1、譯文基本結構: 分為解題、目次、內文科判、譯文、注釋、名相對照與

參考文獻。 

2、解題: 內容為經論文主旨要義、內容大綱，作者、譯者等基本背景資料，

相關參考書籍。 

3、目次: 依內文科判製作為大綱式的簡要目次。 

4、內文科判: 於內文中作成標題形式。若原來就已有科判，則保留藏漢對

照；如科判純為譯文新加則只列漢文。 

5、譯文: 原典藏文與譯文，分段以表格作上下對照，藏文段首註記原典起

始頁碼行數（如 F.3a2 代表第 3 貝葉正面第 2 行），每段不宜過長，不

加序號。並依原典分卷，卷首另行起頁。 

6、注釋: 藏文或漢文均可斟酌需要加隨頁注，解釋相關術語等。惟注釋字

數不宜超過翻譯正文十分之一，以免喧賓奪主。 

7、名相對照: 文末另列名相對照表，故注釋中不作譯詞與原文對照。 

8、參考文獻: 列舉相關之重要文獻及研究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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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準則 

1、基本原則 

1.1 漢藏對照: 

藏漢文上下對照，分段不宜過長，以便於審核。 

1.2 名相翻譯: 

參考藏文《語合二章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翻譯名義大集》

中的名詞術語，譯文用詞盡量維持一致。 

1.3 譯文風格採文言或白話，全篇應統一。 

2、關於經題  

經題依以下格式列出 

     梵語曰：Dharmadharmatāvibhaṅga 

     藏語曰：Chos dang Chos nyid rnam par `byed pa 

     漢語曰：法法性分別 

應以藏文經題之原意翻譯；漢文佛典如有傳統譯名，應在註釋中說明。

例如：藏文經典དམ་ཆོས་པ(ྨ་དཀར་པོ།依藏文譯為《正法白蓮花經》，註釋中

說明相當於漢譯的《妙法蓮華經》。 

3、關於禮敬文 

完整保留原藏文譯者之禮敬文。 

4、關於特殊詞彙與片語 

4.1 特殊術語丶人名、地名、專有名相，及重要單詞、片語等，另列名

相對照表。 

4.2 人名和地名等梵文音譯，盡量採用傳統漢譯譯名；若無傳統漢譯，

則依藏文音譯（並標示羅馬拼音）。 

4.3  梵文翻譯除了傳統通行之音譯詞外，應以意譯為主，以保留藏譯佛

典的翻譯特色。 

4.4 專有名詞如與通行譯法不同，而參照其他譯者之翻譯，須注明參考

出處，詳列作者（年代）、書名，出版社、版次、頁數。 

5、關於偈頌翻譯 

若原文為七音節的偈頌，則以五或七個漢字譯之，以此類推。 



3	  

偈頌另以長行體(白話新詩體)譯出，附於五言或七言偈頌體譯文之下，

以利現代讀者理解。 

6、關於注釋 

6.1 經文疑難之處，須做注釋。若援引或擷取自其他參考文獻之論述，

應註明其作者、年代、書名、出版社、版次、頁數。 

6.2 經文翻譯是供大眾閱讀為主，不宜做繁複的學術註解。 

7、關於參考書目 

7.1 以下格式列舉參考書目：作者（年代）書名，出版社：版次。 

7.2 書目排序以作者姓名為主： 

中、日文書以作者姓氏之筆劃排序。 

英文書以作者姓氏（A、B、C……）排序。 

藏文書以作者名之基字（ཀ་ཁ་ག་ང་་་་་་་）排序，如འཇིགས་'ལ་ཡེ་ཤེས་,ོ་.ེ།排在མི་

ཕམ།之前面。 

8、關於藏文原文之版本 

8.1 以《西藏大藏經‧德格版》為標準版本，參照《中華大藏經》（藏

文部分）對勘版。本計畫將提供可編輯之原典電子檔給譯者。 

8.2 譯稿末尾須注明藏文佛典原文之目錄編號。 

參照西藏大藏經/東北帝國大學德格版目錄編號（略語 Thoku No.），該

目錄未收錄之經論採用京都大谷大學西藏大藏經目錄編號（略語 Otani 

No.）。 

8.3 藏文原文出處位置註記方式：張數為大寫 F 加小點(即 F.)，正面為

小寫 a,反面為小寫 b，數字為阿拉伯數字。例:F.1a；F.1b 

8.4 德格版與其他版本有差異處，若譯者決定採用其他版本，須附註說

明。 

9、關於譯者署名 

9.1 譯者之署名應以其本名為之，如以翻譯工作坊之形式翻譯者，以其

負責人之本名為代表署名。參與工作坊之譯者群姓名也會詳列於該譯

作內頁。 

9.2 本計畫採用漢傳佛典之傳統慣例將著者/譯者放在譯文前方，但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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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藏傳佛典之傳統格式，將著者/譯者/重譯者/主校者等內容依照原典依

次放置譯文末端。 

9.3 翻譯日期以西元年月日的順序寫于譯文末端，本計畫譯者署名之後。 

10、內文版面格式 

版面格式另有詳細規定，惟翻譯樣本須注意以下事項： 

1) 全文依序為解題、目次、正文、名相對照、參考文獻、附錄。 

2) 頁碼置於每頁下方，從頭至尾連續編號。 

3) 註釋置於同頁下方，全文連續編號。 

11、藏文羅馬拼音轉寫方法: 

11.1 以 Wylie translitertion 統一標準，子音字母འ 以 （`）標示﹔  !  kya、 

!ང  kyang、!ང  gyang、གཡང g.yang 及其他字母轉寫對應詳情請見附表。 

11.2 人名地名經題等專用第一個基字，需要大寫。例：《དམ་ཆོས་པ(ྨ་དཀར་པོ།》

Dam chos badma dkar bo 

 

 

藏文轉寫附表 

藏文 Wylie 藏文 Wylie 藏文 Wylie 藏文 Wylie 

ཀ ka ཁ kha ག ga ང nga 

ཅ ca ཆ cha ཇ ja ཉ nya 

ཏ ta ཐ tha ད da ན na 

པ pa ཕ pha བ ba མ ma 

ཙ tsa ཚ tsha ཛ dza ཝ wa 

ཞ zha ཟ za འ ` ཡ ya 

ར ra ལ la ཤ sha ས sa 

ཧ ha ཨ a ཨི་◌ི i !་◌ུ u 

ཨེ་◌ེ e ཨོ་◌ོ o འ ི `i ! `u 

འ ོ `o ! kya !ང kyang !ང gyang 

གཡང g.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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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特定符號凡例 

符號 字型 使用場合 

〔〕 新細明體 
為求句意通順譯者所加字詞、短

語，惟盡可能以不加為宜。 

（） 新細明體 須特別註明之字詞、偈頌等。 

「」 新細明體 引文及重要術語 

[ ] Times New Roman 
為求明顯、容易對照，依原文分

類，在漢譯時所加之數字編號 

《》 新細明體 書名 

〈〉 新細明體 章節名 

 

三.版權相關規定 

1、本計畫是由欽哲基金會出資，譯者翻譯與相關成果之版權屬於本計畫。  

2、譯者若將譯注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版權仍屬本計畫

出資單位，故應在每本譯注標題頁註明「本譯注成果屬欽哲基金會『藏傳

佛典漢譯計畫』獎助成果」。 

3、譯著經刊行後，應接受學者、讀者之批評意見，本計畫亦整理回饋意見，

若有譯文內容須作修正，譯者應接受各方專家學者之修訂意見。 

4、「藏傳佛典漢譯計畫」之譯注遵循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之授權條

款，准許使用者重製、散布與傳輸著作，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亦不

得修改該著作，使用時必須按照「藏傳佛典漢譯計畫」指定之方式註明出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