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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本《大乘莊嚴經論》之研究
百年簡史與未來展望∗
釋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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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果約 200 篇，約佔 80%，中文僅有 7 篇，約只佔 2.8%。可
見華人學術界仍然有許多努力的空間，特別是近年於西藏新發
現有此論的寫本，更值得我們一起努力培養梵文佛學研究人才。

法鼓佛教學院 校長
台北藝術大學 教授

本文以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書目管理資訊工具（例
如：Zotero）整理這百年來的梵本《大乘莊嚴經論》之研究簡
史，統計不同年代的研究數量與主要學者，評析研究類別，提

提要
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之《大乘莊嚴經論》
(mahāyānasūtrālaṁkāra)，曾在印度名重一時，所謂「凡大小乘
學，悉以此論為本，若於此不通，未可弘法」
。於唐朝貞觀年間

供學術界參考，也作為未來建構與梵本《大乘莊嚴經論》研究
之相關資料庫網站的準備。
關鍵詞：《大乘莊嚴經論》、梵文文獻、書目管理。

（630-632）
，由波羅頗迦羅蜜多羅（Prabhākaramitra，565-633）
漢譯之後，雖然有慧淨法師講述與注疏（已逸失）
，但流傳不久。
原因可能是漢譯品質不如玄奘 (602-664）之其他各種瑜伽行派
漢譯典籍，例如《攝大乘論》、《成唯識論》等，以及這些後期
的論典的思想體系比較圓熟，在漢傳佛教都有形成「攝論宗」、
「唯識宗」等宗派。
法國學者 S. Lévi 於 1907 年，將在尼泊爾發現的梵文寫本
校訂出版，Lévi 又於 1911 年出版法譯本與訂正，開始了近代佛
學研究的風潮，到今年已經有百年之久，學術界也陸續發現其
他 12 件寫本，並約有 250 餘篇的現代研究成果發表。其中，日

∗

2012/4/14 收稿，2012/5/31 通過審查。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其中一些具體的增訂意見將在隨後之注

記中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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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梵本《大乘莊嚴經論》概述
法國學者 S. Lévi 於 1898 年 1 月到尼泊爾尋找梵文寫本，
不久發現 Mahāyānasūtrālaṃkāra（漢譯《大乘莊嚴經論》
，梵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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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bhākaramitra，565-633，簡稱「波頗」）所漢譯的《大乘莊
嚴經論》的梵文名稱是 mahāyānasūtrālaṁkāra（mahāyāna 為「大
乘」義；sūtrā 是「經」義；alaṁkāra 是「莊嚴」義）。

1

簡稱 MSA）的梵文寫本， 1907 年以 Asaṅga,

《攝大乘論》中引用此論之「五現觀道」時，對於這部論

Mahāyāna-Sūtrālaṃkāra, Exposé de la Doctrine du Grand

的名稱，陳代真諦(499-569)漢譯本《攝大乘論》是譯為《大乘

Véhicule selon le Sytème Yogācāra, TomeⅠ(Paris)的書名出版梵

莊嚴經論》 3，唐朝玄奘(602-664）漢譯本《攝大乘論》則譯為

文校訂本。Lévi 又在 1911 年出版法譯本，包含對之前出版的梵

《大乘經莊嚴論》4。又玄奘弟子窺基(632-682)於《成唯識論述

本訂正，從此開啟了梵本《大乘莊嚴經論》研究之新契機。於

記》中說：
「應言《莊嚴大乘經論》
，能莊嚴大乘經故。先云《大

考察 MSA 之近代研究百年成果之前，先簡介此梵本《大乘莊

乘莊嚴經論》者非也，無有大乘莊嚴經故。」5。若從梵文名稱

嚴經論》於唐朝時之漢譯概況。

mahāyāna-sūtra-alaṁkāra 來看，玄奘是按照梵文語序漢譯為《大
乘經莊嚴論》。
所謂「莊嚴」義，是印度文學中一種修辭法。 6 以《大乘

1. 莊嚴大乘經：譬喻之解說法
唐朝貞觀 4 年至 6 年（630-632）間， 2波羅頗迦羅蜜多羅

莊嚴經論》為例，可能是與譬喻有關的修辭文體，因為漢譯《大
乘莊嚴經論》
〈緣起品〉開頭 7：「《莊嚴大乘經論》，誰能莊嚴？

1

2

Lévi, Sylvain(1907). Asaṅga, Mahāyānasūtrālāṁkāra, Exposé de la Doctrine

答：義智（者）能莊嚴。」（梵本：ko ’laṃkaroti/ arthajñaḥ/ 誰

du Grand Véhicule. TomeⅠ. AVANT-PROPOS p. I.

能莊嚴？〔答：〕了義者）。又「問：義智云何莊嚴？答：開作

《大乘莊嚴經論》序：「粵以貞觀四年（630），恭承明詔。又敕尚書左僕

諸義。」（梵本：kam alaṃkāram alaṃkaroti/ arthavibhāvanāṃ

射渤國公房玄齡、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杜正倫[5]銓定，義學法師慧乘、

kurute/莊嚴什麼？〔答：〕作分別義 / 8。接著一連串類似的問

慧朗、法常、智解、曇藏、智首、道岳、惠明、僧辯、僧珍、法琳、靈佳、
慧賾、慧淨、玄謨、僧伽等，於勝光寺共成勝業，又瀣太府卿蘭陵男蕭璟
監掌修緝。」(CBETA, T31, no. 1604, p. 590, a12-18)[5]銓＝詮【宋】【元】

3

CBETA, T31, no. 1593, p. 124, a14-24.

【明】
【宮】
。
《續高僧傳》卷 3：
「後移勝光，又譯《般若燈》
、
《大莊嚴論》，

4

CBETA, T31, no. 1594, p. 143, c10-20.

合三部三十五卷，至六年(632)冬，勘閱既周，繕寫云畢。」(CBETA, T50,

5

CBETA, T43, no. 1830, p. 354, a10-12.

no. 2060, p. 440, b3-5)。《大乘莊嚴經論》序：「以七年(633)獻春，此始撰

6

袴谷憲昭(1993, p. 13)。袴谷憲昭・荒井祐明校注(1993)。新国訳大蔵経『大
乗荘厳経論』(瑜伽・唯識部 12)、大蔵出版。

定，斯畢勒成，十有三卷，二十四品，瀣太子右庶子安平男李百藥序之[6]
云爾。」(CBETA, T31, no. 1604, p. 590, a23-25)[6]云爾次行明本有大乘莊

7

CBETA, T31, no. 1604, p. 590, b11-12。

嚴經論序終八字。

8

Lévi, Sylvain(1907). Asaṅga, Mahāyānasūtrālāṁkāra, Exposé de la Doctrin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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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9之後，以如下的說明作為結語。「問：以幾義莊嚴？答：略

10

如次第，如金成器等。
可知所謂「經莊嚴」 (sūtrālaṃkāra)與「譬喻」 (dṛṣṭānta)

以五義示現。問：何者五義？偈曰：譬如金成器，譬如花正敷，
譬如食美膳，譬如解文字，譬如開寶篋，是各得歡喜。五義法
莊嚴，歡喜亦如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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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說方法有關，給予聽眾或讀者最上「喜樂」(prīti)。例如如
下的五個譬喻：
「 ① 金成譬，為令信向轉彼心故。② 華敷譬，為

接著「釋曰：此中，五譬即譬彼五義莊嚴，如其次第，能
令發大心者信向故，受教故，思惟故，修習故，證得故。」

11

梵本：anena ślokena pañcabhir dṛṣṭāntaiḥ sa hi dharmaḥ

令受教開示彼故。 ③ 食膳譬，為令思惟得法味故。 ④ 解文譬，
為令修習更不思故。 ⑤ 開篋譬，為令證得真實菩提分寶自覺證
故。」 13

pañca-vidham artham adhikṛtya deśitaḥ ① sādhyaṃ ②
vyupādyaṃ ③ cintyam ④ acintyaṃ ⑤ pariniṣpannaṃ

2. 波頗三藏法師：於此不通，未可弘法

cādhigamārthaṃ pratyātma-vedanīyaṃ bodhipakṣa-svabhāvaṃ/
so ’nena sūtrālaṃkārena vivṛta prītim agryāṃ dadhāti/
yathā-kramaṃ ghaṭita-suvarṇādivat/

12

根據漢譯《大乘莊嚴經論》序（太子右庶子安平男臣李百
藥奉敕序）
，李百藥提到「大乘莊嚴論者，無著菩薩纂焉。菩薩
以如來滅度之後，含章秀發。三十二相，具體而微。八千億結，

今譯：以此五譬喻(dṛṣṭānta)頌，此法對五種意義教示： ① 應成

承風俱解。弘通正法，莊飾經王。明真如功德之宗，顯大士位

立、 ② 應理解、 ③ 應思惟、 ④ 不思惟、 ⑤ 應內証，為圓成証得

行之地。破小乘執著，成大乘綱紀。其菩提一品，最為微妙。

菩提分自性。此法以此經莊嚴(sūtrālaṃkāra)演說，給最上喜樂，

轉八識以成四智，束四智以具三身。詳諸經論所未曾有，可謂
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14

du Grand Véhicule. TomeⅠ. p. 1。
9

「問：以何開作？答：以言及句。問：以何等言？以何等句？答：以無垢
言，以無垢句。無垢言者，謂能至涅槃城。無垢句者，謂字句相應。若離
無垢言句，則於諸義不能開曉。問：以何義故莊嚴？答：為救濟苦眾生故。

依此，
《大乘莊嚴經論》是說明「真如功德」的宗旨，以及
彰顯「大士（菩薩）位行」的境界，破除小乘的執著，成立大
乘的綱紀。其《菩提品》
（漢譯第 10 品，梵本第 9 品）
，最為微

問：眾生自苦，何因救濟？答：為菩薩者大悲為體，生憐愍故。問：若救

妙。內容提出：轉變八識：第八（阿賴耶）識、第七（末那）

他苦，莊嚴何法。答：莊嚴如來巧說方便法。問：何等方便法。答：所謂

識、第六意識、前五識，以成就四種智慧（大圓鏡智、平等性

最上乘。問：為誰故莊嚴？答：為發大乘心者。」(CBETA, T31, no. 1604,

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
，積聚四種智慧以具備佛之三身（自

p. 590, b12-21)

性身、受用身、變化身）
。這種說法是《大乘莊嚴經論》所獨創，

10

CBETA, T31, no. 1604, p. 590, b21-26 .

11

CBETA, T31, no. 1604, p. 590, b27-29.

13

CBETA, T31, no. 1604, p. 590, b29-c4.

Lévi, Sylvain(1907) p. 2. l.7-10.

14

CBETA, T31, no. 1604, p. 589, c21-2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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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他經綸所沒有論述的。
《大乘莊嚴經論》序之結語：
「三藏法師（波頗）云：凡大

12

(1)發揚大乘佛教瑜伽行派根本論典《瑜伽師地論》之「菩薩道
思想」發展

小乘學，悉以此論為本，若於此不通，未可弘法。是以覃思專
15

精，特加研究。」 讓我們知道《大乘莊嚴經論》在印度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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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梵本《大乘莊嚴經論》
（根據 Lévi 梵本）18及漢譯本 19之
品名與偈頌數比較，如下表所示： 20

名重一時，大小乘之弘法者都專精研究。

梵本品名

偈頌數

漢譯品名

偈
頌

3. 於漢傳佛教流傳雖不如《攝大乘論》
、《成唯識論》，但

具有佛教思想發展史的意義
《大乘莊嚴經論》由波頗法師漢譯之後，雖然有慧淨法師 16
講述與注疏（已逸失），但流傳不久。原因可能是漢譯品質 17不
如玄奘 (602-664）之其他各種瑜伽行派漢譯典籍，例如《攝大
乘論》、《成唯識論》等，以及這些後來的論典的思想體系比較
圓熟，在漢傳佛教都有形成「攝論宗」、「唯識宗」等宗派。但
是《大乘莊嚴經論》具有佛教思想發展史之如下兩方面的意義：

15

CBETA, T31, no. 1604, p. 590, a19-21.

16

慧淨法師是波頗法師漢譯《大乘莊嚴經論》時，擔任「綴文」（將梵文語

數
1. mahāyānasiddhyadhikāra

21

1. 緣起品

6

2. 成宗品

16

2. śaraṇagamanādhikāra

12

3. 歸依品

12

3. gotrādhikāra

13

4. 種性品

13

4. cittotpādādhikāra

28

5. 發心品

21

5. pratipattyadhikāra

11

6. 二利品

11

6. tatvādhikāra

10

7. 真實品

10

7. prabhāvādhikāra

10

8. 神通品

10

8. paripākādhikāra

22

9. 成熟品

22

9. bodhyadhikāra

86

10. 菩提品

79

10. adhimuktyadhikāra

14

11. 明信品

9

句，按照漢文句法，回綴文字使成句義）的工作。如李百藥之「序」說：
「慧淨法師，聰敏博識，受旨綴文。」(CBETA, T31, no. 1604, p. 590, a21)
17

18

Lévi, Sylvain(1907), Asaṅga, Mahāyānasūtrālāṁkāra, Exposé de la Doctrine
du Grand Véhicule. TomeⅠ-Ⅱ。

例如《大乘莊嚴經論》將 ābhāsa（顯現）漢譯為「光」，如說：「自界及二
光，癡共諸惑起，如是諸分別，二實應遠離」(CBETA, T31, no. 1604, p. 613,

19

a16-17)；或說：「意言與習光，名義互光起，非真分別故，是名分別相」

20

《大乘莊嚴經論》。T31, no. 1604。
參考宇井伯壽(1961)，《大乘莊嚴經論研究》，pp. 36-37。袴谷憲昭・荒

(CBETA, T31, no. 1604, p. 613, c14-15)；「能取及所取，二相各三光，不真

井祐明校注(1993)，新国訳大蔵経『大乗荘厳経論』(瑜伽・唯識部 12)，

分別故，是說依他相」(CBETA, T31, no. 1604, p. 613, c27-28)等譯例。

東京：大蔵出版，pp. 34-3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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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有關，如下所示： 26

11. dharmaparyeṣṭyadhikāra

78

12. 述求品

75

12. deśanādhikāra

24

13. 弘法品

23

13. pratipattyadhikāra

29

14. 隨修品

29

(yatra śikṣante)

14. avavādānuśāsanyadhikāra

51

15. 教授品

33

(0)

15. upāyasahitakarmādhikāra

5

16. 業伴品

4

(1)

16. pāramitādhikāra

79

17. 度攝品

59

(2)

17. pūjāsevāpramāṇādhikāra

66

18. 供養品

4 21

第一「持瑜伽處」Ādāra-yoga-sthāna

19. 親近品

7

「種姓品」第一

Gotra-paṭala

20. 梵住品

49

「發心品」第二

Cittôtpāda-paṭala

《菩薩地》

《大乘莊嚴經論》

所成 sādhya
(3)
(4)
27

（所學處、yatra śikṣante、修學對象）

分所知 vyutpādya

18. bodhipakṣādhikāra

104(105) 22

21. 覺分品

85

19. guṇādhikāra

80

22. 功德品

61

「自他利品」第三

Sva-parârtha-paṭala

(5)

20-21. caryāpratiṣṭhādhikāra

61

23. 行住品

26 23

「真實義品」第四

Tattvârtha-paṭala

(6)

24. 敬佛品

19

「威力品」第五

Prabhāva- paṭala

(7)

「成熟品」第六

Paripāka- paṭala

(8)

從梵本《大乘莊嚴經論》或漢譯本之品名，學界 24很早就

所思議 cintya
不可思議 acintya

知道《大乘莊嚴經論》的分品結構，與《瑜伽師地論》
(Yogācārabhūmi)「本地分」(Maulībhūmi) 25中「菩薩地」的分品

について－－『瑜伽論』
「摂決択分」梵文断簡発見記－－」
《日本西蔵学
会会報》第 34 号（1988 年 3 月），p.18。

21

袴谷憲昭・荒井祐明校注(1993)：5 個偈頌。

22

袴谷憲昭・荒井祐明校注(1993)：104 個偈頌。

26

此表格主要參考袴谷憲昭・荒井祐明校注(1993)「解題」(pp. 36-38)，但有
作修訂，如下注腳 29 所說。

23

袴谷憲昭・荒井祐明校注(1993)：27 個偈頌。

24

袴谷憲昭・荒井祐明校注(1993)「解題」註解 65：Lévi, Sylvain(1911)

薩行？略說菩薩若所學處，若如是學，若能修學。如是一切總攝為一名菩

Introduction，pp. 10-11。宇井伯壽(1958)，《瑜伽論研究》，東京：岩波書

薩行。是諸菩薩於何處學？謂七處學。云何七處？嗢拕南曰：自他利實義

店，pp. 43-81。小谷信千代（1984），《大乗荘厳経論の研究》，京都：文

威力熟有情

栄堂。勝呂信静(1989)，
《 初期唯識思想の研究》，東京：春秋社，pp. 332-398。

一、自利處。二、利他處。三、真實義處。四、威力處。五、成熟有情處。

袴谷憲昭・荒井祐明校注(1993)「解題」註解 64：
「本地分」的梵文原語，

六、成熟自佛法處。七、無上正等菩提處。」(CBETA, T30, no. 1579, p. 482,

根據松田和信（1988），「ダライラマ 13 世寄贈の一連のネパール系写本

c3-12)

25

27

《瑜伽師地論》卷 35〈3 自他利品〉：
「如是菩薩既發心已，云何修行諸菩

成熟自佛法

第七菩提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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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修學、ye śikṣante、修學者）29

(9) 圓成實 pariniṣpanna

「施品」第九

Dāna-paṭala

（如是學、yathā śikṣante、修學方法） (yathā śikṣante)

「戒品」第一○

Śīla-paṭala

28

「忍品」第一一

「力種性品」第八

Bala-gotra-paṭala

「精進品」第一二

Vīrya-paṭala

「静慮品」第一三

Dhyāna-paṭala

（多修信解）(adhimukti-bahula)

(10)

（求法）(dharma-paryeṣaka)

(11)

（説法）(dharma-deśaka)

(12)

「攝事品」第一五

(13)

「供養親近無量品」第一六

（法次法向）

所成 sādhya

「慧品」第一四

（正教授教誡）

(14)

分所知 vyutpādya

Prajñā-paṭala

所思議 cintya

Saṃgraha-paṭala

「菩提分品」第一七

(17)
(18)

Bodhipakṣa-paṭala

(samyag-avavādânuśāsanī)
（攝方便三業）

(16)

Pūjā-sevâpramāṇa-paṭala

(dharmânudharma-pratipanna)

(15)

所思議 cintya

「菩薩功徳品」第一八

(19)

不可思議 acintya

Bodhisattva-guṇa-paṭala

(upāya-parigṛhīta-karman)

29
28

Kṣānti-paṭala

此「能修學」，袴谷憲昭(1993:34)，列於「菩提功徳品」前。但根據《瑜

《瑜伽師地論》卷 38〈8 力種姓品〉：「已說菩薩所應學處。如是應學，我

伽師地論略纂》卷 11：「施品者，即六度中施波羅蜜也。菩提分法持，有

今當說。嗢拕南曰：勝解多[8]求法

十六品。第一若所學處，明五品。七法攝前五品。第二若如是學，明學之

說法修法行

正教授教誡

方便

攝三業。

法用，即第六一品。自下十品，宗明能修學，兼有所學。」(CBETA, T43,

若諸菩薩欲於菩薩所應學處，精勤修學。最初定(1)應具多勝解，(2)應求

no. 1829, p. 143, c25-28)，以及宇井伯壽(1958:44-45)、歐陽竟無(1917:6)，

正法，(3)應說正法，(4)應正修行法隨法行，(5)應正教授、應正教誡，(6)

應置於「施品」前。但是，能仁正顯(編)（2009：162-3 注 10；166 表）

應住無倒教授教誡方便所攝身語意業。」(CBETA, T30, no. 1579, p. 500,

認為「能修學(ye śikṣante)」是從第二「持随法瑜伽處」之「菩薩相品」第

b10-17)

一(Bodhisattva-liṅga-paṭala)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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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瑜伽行派的觀點，發揚大乘佛法。因此，
《大乘莊嚴經論》如

第二「持随法瑜伽處」

何發揚大乘佛教瑜伽行派根本論典《瑜伽師地論》
「菩薩地」之
Ādhārânudharma-yoga-sthāna

「菩薩道思想」的詳細內容，仍然有待繼續研究。

「菩薩相品」第一
Bodhisattva-liṅga-paṭala
「分品」第二

(2)作為《攝大乘論》、《成唯識論》等「唯識思想」的先驅者

Pakṣa-paṭala

「増上意樂品」第三
根據印順法師（1946）《攝大乘論講記》：「〈本地分〉的主

Adhyāśaya-paṭala
「住品」第四

Vihāra-paṭala

要思想是：一、諸識差別論；二、王所差別論；三、種子本有

(20)

論；四、認識上所認識的境界，都不離自心，但諸法所依的離

第三「持究竟瑜伽處」

言自性，卻是各有它差別自體的。這種思想，可說是初期的唯
識思想，還沒有達到唯識為體的唯識學。依〈本地分‧菩薩地〉

Ādhāra-niṣṭhā-yoga-sthāna
「生品」第一

Upapatti-paṭala

圓成實 pariniṣpanna

而造的《大乘莊嚴經論》，才算是達到徹底的唯識思想。《莊嚴
論》與〈本地分〉不同的地方是：一、一心論；二、王所一體

「攝受品」第二

論，心所是心王現起的作用，沒有離心的自體；三、所認識的

Parigraha-paṭala
「地品」第三

Bhūmi-paṭala

「行品」第四

Caryā-paṭala

「建立品」第五

境界，就是識的一分，不許心色有各別的自體。還有種子本有
論，這與〈本地分〉的主張相同」 31。
如此，從思想發展的層面，可見《瑜伽師地論》〈本地分〉

(21)

(Lakṣaṇa-vyañjana-)Pratiṣṭhā- paṭala

與《大乘莊嚴經論》相同主張是「種子本有論」
，兩者所不同的
主張，則如下表所示：

雖然有如以上所示的關聯性，但是《大乘莊嚴經論》各品
的內容並不是按照「菩薩地」內容逐句解說，是有運用其他大
乘經論 30加以詮釋、演繹，並且採用「譬喻」解說等文學方法，

30

例如 Lévi, Sylvain(1911) Introduction，pp. 14-15 所列舉的經論。

《瑜伽師地論》〈本地分〉

《大乘莊嚴經論》

諸識差別論

一心論（諸識無差別論）

王所差別論

王所一體論（王所無差別

31

印順(1946)，
《攝大乘論講記》
。台北：正聞出版社，1972 年重版，pp.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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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心所是心王現起的作

又《大乘莊嚴經論》亦將「顯現」與虛妄分別結合，以虛

用，沒有離心的自體

妄分別作為能取、所取的顯現，且以此概念表示心的認識

認識上所認識的境界，都不離自

所認識的境界，就是識的一

作用，分為句光、義光、身光、意光、受光、分別光等六

心，但諸法所依的離言自性，卻

分，不許心色有各別的自

種顯現。在《法法性分別論》及世親註釋中，「顯現」亦

是各有它差別自體的。

體。

與虛妄分別結合，乃係指「可得知之物」或「可見之物」
是無卻顯現變成譬喻幻與夢，法之顯現實際上亦是無；此
論並強調「轉依」後的真如顯現。直至無著的《攝大乘論》，

對於《大乘莊嚴經論》的「唯識」思想，日本學者宇井伯
32

壽 有提到其「五位三性」與「所相(lakṣya)、能相(lakṣaṇa)、

亦非常重視「顯現」概念，其思想發展著重在「顯現」與

示相(lakṣaṇā」的關係，以及與《大乘莊嚴經論》卷 5〈12 述

三自性的關係。然而，在《唯識三十頌》中，只有識轉變

求品〉：「求唯識，偈曰：能取及所取，此二唯心光，貪光及信

概念，護法與玄奘將「轉變」的其中一種「變現」之意聯

光，二光無二法」33的論點。漢譯「光」之用語，梵文為 ābhāsa

結到「顯現」來理解。在《成唯識論》及窺基《述記》中，

（顯現）
，對此用語，學界雖有諸多研究，但仍然有可作為華人

即融合識轉變和顯現，而成立了「變現」之說。……. 34

學術界繼續努力的部分。例如：最近台灣葉蓁蓁（2010）的碩
除了瑜伽行派之「內心顯現」觀念，《大乘莊嚴經論》中

士論文〈瑜伽行派「顯現」概念之研究〉的「摘要」：

仍然蘊含許多可以作為我們繼續研究的課題。例如：大乘佛說
……瑜伽行派最初乃以此概念說明「萬法唯識」而「似義

論、種姓說、三自性說、瑜伽行、第一義說、佛陀的三身說、

顯現」之深妙道理。彌勒所作諸論書中，「顯現」概念相

如來藏與一乘說、菩薩道、大乘止觀、入現觀五位、入無相方

當被重視。從《瑜伽師地論》中的「顯現」概念尚未與認

便相等等大乘佛學重要思想。

識主體的識結合，僅以此概念表達一種「無」與「有」之
關係。《中邊分別論》中，「顯現」概念是以識作為重點，

4. 多樣的梵文詩頌韻律變化與佛教新梵文詞彙

而將虛妄分別在所取、能取的關係上進行分別作用，以此

《大乘莊嚴經論》在詩頌的表達形式也突破佛教哲學性論

作為對象表現出來，有塵、根、我、識等四種顯現之說。

典常用的單一格式（從 anuṣṭubh 所發展的 śloka）
，根據梵本校
訂與法文譯者 Lévi, Sylvain(1911)於 Introduction 中的統計，除

32

宇井伯壽(1958)，《瑜伽論研究》，東京：岩波書店，pp. 14-25。

33

CBETA, T31, no. 1604, p. 613, b11-13.

34

葉蓁蓁（2010），「瑜伽行派「顯現」概念之研究」，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碩
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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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用(1)anuṣṭubh 之外，還用其他(2) āryā ~(13) śragdharā 等韻律
格式之運用，如下表所示（【品數,偈數】）：

品, 2-15; 29-35; 43-51; 71 偈】; 【17

35

品,17-18; 20-28; 36-62 41； 65 偈】; 【18
品, 1-15 偈】; 【20-21 品, 25 偈】.

(1)anuṣṭubh

36

【1 品, 8-13 偈】 ; 【3 品, 1-10 偈】; 【4

(3)indravajrā

品, 1-6 偈】; 【9 品,1-2 ; 4-5; 7-8; 11; 37
16-48 ; 56-81 偈】; 【10 品, 4-9; 11-13

品, 58-61 偈】; 【19 品, 64-72 偈】.
(4)upajāti

38

偈】;【11 品,1-12 ; 15-29; 31-33; 35-46;

【1 品, 17-21 偈】;【3 品, 11 偈】;【4
品, 25-27 偈】;【7 品, 2-9 偈】; 【9 品,

39

48 -51; 53-59; 61-73 偈】; 【12 品,7;

82-85 偈】; 【11 品, 77 偈】; 【14 品, 37-41

16-18 偈】; 【13 品,1-13; 16; 20-21; 24-28

偈】; 【16 品, 1; 64-70 偈】; 【17 品, 8;

偈】； 【14 品, 1-36; 42-46 偈】; 【15

10-16; 31-35】; 【19 品, 75-80 偈】 43;

品, 1 偈】; 【16 品, 16-28; 42; 52-57;

【20-21 品, 15-16 偈】.

72-78 偈】; 【17 品,1-7; 9; 19; 29-30;

(2)āryā

【6 品, 6-9 偈】; 【7 品,1 42偈】； 【16

(5)puṣpitāgrā

【2 品,12 偈】;【3 品,13 偈】;【4 品, 28

63-64 偈】; 【18 品,16-104 偈】; 【19

偈】;【5 品, 11 偈】;【6 品, 10 偈】;【7

品, 1-63 ; 73-74】; 【20-21 品, 1-14;

品, 10 偈】;【8 品, 11; 22 偈】;【9 品, 86

17-24; 26-28; 31-61 偈】.

偈】;【10 品, 14 偈】;【11 品, 78 偈】;
40

【1 品, 4-7 偈】; 【4 品, 7-20 偈】; 【10

【12 品, 24 偈】;【 13 品, 29; 51 偈】;【 16

品, 1 偈】; 【11 品, 1-4; 34; 52; 74-76

品, 79 偈】;【17 品, 66 偈】.

偈】; 【12 品, 4-6; 8-14; 19-23 偈】;【16

(6)Mattamayūra

【2 品, 2-3 偈】;【9 品, 10 偈】;【11 品,
60 偈】.

35

Lévi, Sylvain(1911) Introduction，pp. 11-12。宇井伯壽(1961)，《大乘莊嚴

(7)mālinī

【1 品, 2 偈】;【9 品, 9 偈】;【11 品, 14
偈】;【13 品, 14-15 偈】;【16 品, 62-63

經論研究》，東京：岩波書店，pp. 11-12。
36

k. 9（第 9 偈）: anuṣṭubh (Lévi, 1907); āryā (龍谷, 2009)

37

原文為逗號，但此處應表示第 9 品的第 11 偈頌為 anuṣṭubh，故改為分號。

38

宇井伯壽(1961)漏列，依 Lévi (1907)補。

41

宇井伯壽(1961)漏列，依 Lévi (1907)補。

gītyāryā (Lévi)

42

宇井伯壽(1961)漏列，依 Lévi (1907)補。

原書 2-20 應為錯誤，因第 4 品之 1-6 偈頌為 anuṣṭubh，故更改為 7-20。

43

宇井伯壽(1961)漏列，依 Lévi (1907)補。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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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

(1)在《大乘莊嚴經論》詩頌中的佛教新梵文詞彙，如下所示（品

【4 品, 21-23 偈】; 【5 品, 1-10 偈】; 【6

數,偈數）：

品, 1-5 偈】; 【8 品, 1-10; 12-21 偈】; 【9

vaipāka(4 品, 2 偈), paripantha (4 品, 4 偈), śubhin(4 品, 22 偈),

品, 13-15 偈】; 【12 品, 15 偈】; 【13

(ati-) lajjanā (4 品, 27 偈), saṁdoṣa(5 品, 10 偈), prapatti(5 品, 11

品, 17-19; 22 偈】; 【14 品, 47-49】;【 15

偈), sātata(6 品, 3 偈),saṁprapatti (8 品, 3 偈), varjanā (8 品, 4 偈),

品, 2-5 偈】.

saṁpravarjanam(8 品, 5 偈), adhyavihiṁsaka(8 品, 17 偈), citranā

(9)vasantatilaka

【2 品, 1 偈】; 【13 品, 23 偈】.

(9 品, 36 偈), udgraha(9 品, 43 偈), janacarī (9 品, 51 偈), eṣikā (10

(10)śārdūlavikrīḍita

【1 品, 1 偈】; 【9 品, 3 偈】;【 11 品, 13;

品, 2 偈), samādhin (10 品, 9 偈), sthātṛ (10 品, 10 偈), janiya(10

30 偈】;【12 品, 2-3 偈】;【16 品, 36-41

品, 14 偈), pradhāraṇam(11 品, 6 偈), saṁkalikā(11 品, 26 偈),

偈】;【20-21 品, 29-30 偈】.

prodbhāsa(11 品, 30 偈), śrutka(11 品, 30 偈), adhimucyanā (11 品,

【10 品, 2-3 偈】.

62 偈), parīyanā (11 品, 62 偈), vaibhutrika(11 品, 74 偈),

(8)vaṁśasthā

(11)śālinī
(12)śikharinī
(13)sragdharā

44

【1 品, 3 ; 14-16 偈】【
; 9 品, 49-55 偈】;

viṣada(12 品, 5 偈), prātītya(12 品, 8 偈), pārthagjana(13 品, 3 偈) ,

【10 品, 10 偈】; 【11 品, 47 偈】.

samāsāsti (14 品, 6 偈), hānin(14 品, 33 偈), parihānika (16 品, 50

45

【9 品, 6; 12 偈】 ; 【12 品, 1 偈】;【14

偈), bhājanībhāva(16 品, 78 偈), bahitas(17 品, 14 偈), arihat(17

品, 50 偈】.

品, 45 偈), sānurakṣa(17 品, 59 偈), nirmṛgya(17 品, 59 偈),
ayoniśatas ānuśaṁsa(18 品, 10 偈), abhiprāyika(18 品, 31

根據梵本校訂者 Lévi, Sylvain(1907)於腳注中提示有各種
佛教之新梵文詞彙，如下所示：

46

偈),nirjalpa(18 品, 31 偈), saṁtīrita(18 品, 32 偈), pravedanā (18
品, 37 偈), vyavasāyika (18 品, 53 偈), naiyamya(19 品, 35 偈),
paryeṣā (19 品, 47 偈), jugupsin(19 品, 69 偈), dharama(19 品, 69
偈), hetuna(19 品, 75, etc.偈), carijña (20-21 品, 48 偈), saṁmoṣa
(20-21 品, 53 偈), āninkṣya (20-21 品, 59 偈).

44

śikharinī（17x4=68 音節）。宇井漏列。

45

宇井伯壽(1961)漏列，依 Lévi (1907)補。

46

Lévi, Sylvain(1907)。宇井伯壽(1961)，《大乘莊嚴經論研究》，東京：岩波

(2)在《大乘莊嚴經論》散文註釋中的佛教新梵文詞彙，如下所

書店，pp. 13-14，「這些佛教新梵文詞彙有些是為配合詩頌的韻律而產生

示（品數,偈數）：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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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uśaṃsa(1 品, 3 偈), antarāyin(1 品, 7 偈), yathārutam(1 品, 7 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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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梵本《大乘莊嚴經論》之研究百年簡史
如於本文開頭所述，法國學者 S. Lévi 在尼泊爾發現

vilomayati(1 品, 10 偈), pratyavagama(1 品, 12 偈), paryādāna(1
品, 12 偈),ādhimokṣika(4 品, 2 偈), vaipākika (4 品, 2 偈),

Mahāyānasūtrālaṃkāra（漢譯《大乘莊嚴經論》）的梵文寫本，

anuśāsani(5 品, 4 偈), cyutopapāda (7 品, 2 偈), prativedha(8 品, 1

1907 年以 Asaṅga, Mahāyāna-Sūtrālaṃkāra, Exposé de la

偈), prāhāṇika(8 品, 2 偈), vyutthāpana(9 品, 8 偈),

Doctrine du Grand Véhicule selon le Sytème Yogācāra, TomeⅠ

parinirvāpaṇa(9 品, 8 偈), (a)pratiprasrabdh(9 品, 18 偈, 序),

(Paris)的書名出版梵文校訂本。Lévi 又在 1911 年出版法譯本，

sāṁbhogya, saṁbhogika(9 品, 60 偈), aupalambhikatva(9 品, 80

包含對之前出版的梵本訂正。從彼時到今年已經有百年之久，

偈), paripanthad(10 品, 4 偈, 序), (kṣudra-)anukṣudra(11 品, 4 偈),

若根據武內紹晃等(1995)共著《梵文大乗莊嚴経論写本》
（龍谷

pravedanā (11 品, 8 偈, ff.), sāṁkleśika(11 品, 29 偈), pratideśanā

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編。京都︰法藏館）「前言」，對過去的研

(11 品, 62 偈), adhipateya(11 品, 62 偈), kaukṛtyāyated(11 品, 65

究簡介有 169 篇。若根據 CiNii Search 47 (http://ci.nii.ac.jp/)，以

偈), (a-)kilāsika(-tva, 12 品, 6 偈), yathārha(yathārhya, 12 品, 8 偈),

「大乘莊嚴經論」檢索，約有 94 筆；以”Mahayanasutralamkara”

saritā(12 品, 8 偈), vivarṇayati (12 品, 19 偈, ff.), anudharma(13

檢索，則有 54 筆。若根據「印度學佛教學論文數據資料庫」inbuds

品, 1 偈), (a-) kilāsi (-tva, 13 品, 8 偈), dauṣprajñya (16 品, 9 偈,

search(http://www.inbuds.net)，以「大乘莊嚴經論」檢索，約有

ff.) , ṣaḍaṅgin (16 品, 19 偈), samudghāta(16 品, 30 偈; 20 品, 54

57 筆。此外，再與國內外各種論文數據資料庫 48的檢索結果核

偈), samudghātana(16 品, 35 偈), vikopana(16 品, 68 偈),

對統計，可知學術界大約發表了 250 餘篇的現代研究成果，如

samādāpanā (16 品, 72 偈), upamiśra(miśra-, 17 品, 5 偈), vardhanā

下按照每 10 年的年代列舉，並計算該年代的總篇數。

(17 品, 51 偈), balika(18 品, 54 偈), āpāyika(18 品, 82-83 偈),
tāvatkālika(18 品, 82-83 偈), (itvara-) pratyupasthāyin(18 品,
82-83 偈), parijñātāvin(18 品, 101 偈), ādikālika(18 品, 103 偈),

47

CiNii（讀音"sigh-knee"，國立情報學研究所論文情報資料庫）是日本學術

nirabhisaṁskāra(19 品, 4 偈), sārdhaṁvihārin (19 品, 23 偈),

期刊與著作之最大的查詢入口網站，由日本國立情報學研究中心（National

vyavakiraṇa (20-21 品, 30 偈), araṇā (20-21 品, 45 偈, 序).

Institute of Informatics，簡稱 NII）所建置，收錄各學科領域的學術期刊、
大學紀要與專書，每週末更新，現在(2011/10/01)約有 1,500 萬筆資料，其

梵本《大乘莊嚴經論》中蘊含這些多樣的梵文詩頌韻律變
化與佛教新梵文詞彙，應該是有助於梵文文法以及佛典語言學
之教學與研究。

中約有 370 萬筆附有全文，並且提供「論文引用資訊」(citation information)。
48

例如：worldcat (http://www.worldcat.org/)，法鼓佛教學院圖書資訊館
（http://licbib.ddbc.edu.tw）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Google schola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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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11[2 篇]
1.

Lévi (1907)

S. Lévi (1907), Asaṅga, Mahāyāna-Sūtrālaṃkāra, Exposé de la
Doctrine du Grand Véhicule selon le Sytème Yogācāra, TomeⅠ
(Paris, 1907), TomeⅡ(Paris,1911); TomesⅠ, Ⅱ, repr. (Tokyo:
Rinsen Book Co., 1983)
2.

28

正觀第六十二期/二Ο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6.

Hakuju Ui(宇井伯壽) (1928)

Hakuju Ui (1928), On the Author of the Mahāyānasūtrālaṁkāra,
Zeitschrift fü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6, pp. 215-225.
7.

Hakuju Ui(宇井伯壽) (1929)

Hakuju Ui (1929), Maitreya as a historical personage, Studies in
honor of Charles Rockwell Lanman, Cambridge, pp. 95-102.

Lévi (1911)

S. Lévi(1911), Asaṅga, Mahāyāna-Sūtrālaṃkāra, Exposé de la
Doctrine du Grand Véhicule selon le Sytème Yogācāra, TomeⅡ
(Paris,1911); TomesⅠ, Ⅱ, repr. (Tokyo: Rinsen Book Co.,
1983)。

※1920-29[5 篇]

※1930-39[7 篇]
8.

長尾雅人(1931)

長尾雅人(1931)。〈三性説とその譬喻〉。《東方学報》(京都)
11-4。頁 47-84。
9.

山口益(1935)

山口益(1935)。
《中辺分別論釈疏》
。破塵閣書房。(repr. 鈴木学
3.

宇井伯壽(1921)

宇井伯壽(1921)。〈史的人物としての弥勒及び無著の著述〉。
《哲学雑誌》36(No. 411)。頁 45-84。(同著『印度哲学研究 I』
岩波書店, 1924 (repr. 1965), pp.353-414 として再收録).
4.

白石真道 (1922)

白石真道(1922)。《大乘莊嚴經綸》日譯與研究之畢業論文。東
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梵文學科。
5.

St. Schayer (1923)

St. Schayer(1923), Die Erlösungslehren der Yogācāra’s nach dem
Sūtrālaṁkāra des Asaṅga, Zeitschrift fü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2,
pp. 99-123.

術財団, 1966)。
10. 西尾京雄(1936)
西尾京雄(1936)。〈大乘莊嚴經論菩提品の基く諸經に就て〉。
《大谷學報》62(17-2)。頁 37-70。
11. 野沢靜証(1936)
野沢靜証(1936)。
〈利他賢造『荘厳経論初二偈解説』に就て〉。
《宗教研究》新 13-2。頁 60-81。
12. 長尾雅人(1937)
長尾雅人(1937)。〈空義より三性説へ〉。《哲学研究》250。頁
61-96。(之後收錄於『中観と唯識』,頁 18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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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野澤靜証(1938a)

後收錄於『中観と唯識』, pp. 237-265)。

野沢靜証(1938)。〈智吉祥造『荘厳経論総議』に就て〉。
《仏教

19. 宇井伯壽(1952)

研究》2-2。頁 104-154。

宇井伯壽(1952)。
〈弥勒菩薩と弥勒論師〉。
《印度学仏教学研究》

14. 野澤靜証(1938b)

1-1。頁 96-102。(之後收錄於同著『大乗仏典の研究』岩波書

野澤靜證(1938)。〈梵文『大乘莊嚴經論』にあらはれたる。三

店, 1963(repr. 1979)，pp. 483-491)。

性說管見──求法品(Dharmaparyeṣṭy-adhikāraḥ)第九を中心とし

20. 服部正明(1955)

て──〉。《大谷學報》71(19-3)。頁 41-81。

服部正明(1955)。〈Gotra について〉。《浪速大学紀要》3。頁
57-70。
21. 玉城康四郎(1955)

※1940-49[3 篇]
15. 西尾京雄(1940)
西尾京雄(1940)。
《仏地経論之研究》2vols。破塵閣書房。(repr.
国書刊行会, 1982)。
16. 野澤静証(1941)
野沢静証(1941)。
〈 印度に於ける大乗仏説非仏説論(大乗荘厳経
論成立大乗品の研究)〉。《大谷学報》22-3。頁 45-71。
17. 上田義文(1942)
上田義文(1942)。
〈唯識説の三概念〉。
《日本教学報告》1。 (同
著『仏教思想史研究』永田文昌堂, 1951，pp. 345-409 (repr. 1958,
pp. 271-323))。

玉城康四郎(1955)。〈大乗荘厳経論に於ける主体性の意味〉。
《印度学仏教学研究》3-2。頁 102-106。
22. 武內紹晃(1956)
武內紹晃(1956)。
〈大谷探検隊招來の〈大乘莊嚴經論〉につい
て〉。《龍谷大學論集》352。頁 72-87。
23. 長尾雅人(1956)
長尾雅人(1956)。〈大乘莊嚴經論の用語例──特に中論との比
較に於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8(4-2)。頁 430-433。
24. 宇井伯壽(1956)
宇井伯壽(1956)。
〈荘厳経論並びに中辺論の著者問題〉。
《名古
屋大学文学部論集》15。頁 1-47,109-110。(之後收錄於『大乗
仏典の研究』,頁 492-566).
25. Alex Wayman (1956)

※1950-59[15 篇]
18. 長尾雅人(1952)
長尾雅人(1952)。
〈転換の論理〉。
《哲学研究》405。頁 1-28。(之

Alex Wayman(1956), A Report on the Śrāvakabhūmi and Its
Author(Asaṅga), Journal of the Bihar Research Society 42, 11-12,
pp. 31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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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野沢静証(1957)

※1960-69[17 篇]

野沢静証(1957)。《大乗仏教瑜伽行の研究》。法蔵館。

33. 高崎直道(1960)

27. Erich Frauwallner (1958)

高崎直道(1960)。
〈転依―Āśrayaparivṛtti と Ā śrayaparāvṛtti―〉
。

Erich Frauwallner(1958), Die Philosophie des Buddhismus.
Berlin: Akademie-Verlag,

(rev. Berlin 1969).

28. Gadjin M. Nagao (1958a)
Gadjin M. Nagao(1958), Connotations of the Word Āśraya (Basis)
in the Mahāyānasūtrālaṁkāra, Sino-Indian Studies V. 3-4, pp.
147-155。(之後收錄於桂紹隆氏によって和訳されたものが『中
観と唯識』, pp. 432-442 に「『大乗荘厳経論』に於ける「所依
(āśraya)の語義」と題して。)
29. G. M. Nagao (1958b)
G. M. Nagao(1958), Index to the Mahāyāna-Sūtrālaṃlāra, PartⅠ
(Tokyo: Nippon Gakujutsu Shinkōkai, 1958) ; PartⅡ(Tokyo: NGS,
1961).
30. Shindō Shiraishi(白石真道) (1958)
Shindō Shiraishi(1958), Die Versmaβe, welche in Mahāyāna Sūtra
Alaṁkāra vorkommen,《山梨大学学芸学部研究報告》9, pp.
17-21.
31. 宇井伯壽(1958)
宇井伯寿(1958)。《瑜伽論研究》。岩波書店。(repr. 1979)。
32. Shindō Shiraishi (1959)
Shindō Shiraishi(1959), Die Puṣpitāgrā-Strophen mit dem
Kommentar im Mahāyāna Sūtra Alaṁkāra,《 山梨大学学芸学部研
究報告》10, pp. 8-14.

《日本仏教学会年報》25。頁 89-110。(之後收錄於『如来蔵
思想 II』法藏館,頁 169-189)。
34. 高崎直道(1961)
高崎直道(1961), Description of the Ultimate Reality-by means of
the Six Categories in Mahāyāna Buddhism, 《印度学仏教学研究》
9-2。頁 24-33。 (之後以日文收錄於《如来蔵思想 II》, pp.
190-202「究極的真理の記述―大乗仏教に於ける六つのカテゴ
リーによる－」として).
35. 真田有美(1961)
真田有美(1961)。〈大谷探検隊将来梵文仏典資料〉。《西域文化
研究 4》(西域文化研究会編)法藏館。頁 49-118。
36. 宇井伯壽(1961)
宇井伯壽(1961)。《大乘莊嚴經論研究》(岩波書店，1961 年，
1979 年再刊)。
37. Alex Wayman (1961)
Alex Wayman(1961), Analysis of the Śrāvakabhūmi Manuscrip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8. 海野孝憲(1962)
海野孝憲(1962)。〈大乗荘厳経論求法品における三性につい
て〉。《東海仏教》8。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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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荒牧典俊(1963)

厳釈疏」求法品第 13 偈~29 偈を通して―〉。
《名古屋大学文学

荒牧典俊(1963)。〈摂大乗論の依他起性〉。《インド学試論集》

部研究論策》ⅩLV 哲学 15。頁 1-16。

4-5。頁 29-67。

47. David Seyfort Ruegg (1969)

40. 武内紹晃(1963)

David Seyfort Ruegg(1969), La Théorie du Tathāgatagarbha et du

武内紹晃(1963)。
〈唯識修道に於ける意言と無分別智－摂大乗

Gotra, Études sur la Sotériologie et la Gnoséologie du Buddhism.

論入所知相分について－〉。《密教文化》64・65。頁 38-49。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éme-Orient.

41. 荒牧典俊(1965)

48. Lambert Schmithausen (1969a)

荒牧典俊(1965)。〈摂大乗論の序章〉。《インド学試論集》6-7。

Lambert Schmithausen(1969), Zur Literaturgeschichte der Āltern

頁 156-171。

Yogācāra-Schule,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42. Jikido Takasaki(高崎直道) (1966)

Gesellschen Gesellschaft, Supplementa I, pp. 811-823.

Jikido Takasaki(1966), A Study on the Ratnagotravibhāga

49. Lambert Schmithausen(1969b)

(Uttaratantra), Being a Treatise on the Tathāgatagarbha Theory of

Lambert Schmithausen(1969), Der Nirvāṇa-Abschnitt in der

Mahāyāna Buddhism, Serie Orientale Roma XXXIII. Roma: Is. M.

Viniścayasaṁgrahaṇī der Yogācārabhūmiḥ,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E. O.

Kommission für Sprachen und Kulturen Süd-und Ostasiens 8.

43. 勝呂信静(1966)

Wien: Böhlaus.

勝呂信静(1966)。
〈初期唯識説における三性説の構造〉。
《金倉
博士古稀記念・印度学仏教学論集》。平楽寺書店。頁 253-274。
44. Noritoshi Aramaki (荒牧典俊)(1967)
Noritoshi Aramaki(1967), Paratantrasvabhāva (I),《印度学仏教学
研究》15-2, pp. 40-54.
45. 武内紹晃(1967)
武内紹晃(1967)。
〈無著に於ける仏身と仏土〉。
《大原先生古稀
記念浄土教思想研究》。永田文昌堂。頁 263-277。
46. 海野孝憲(1967)
海野孝憲(1967)。
〈弥勒の唯識思想について(1)―安慧造「経荘

※1970-79[37 篇]
50. 荒牧典俊(1970)
荒牧典俊(1970)。
〈インド仏教思想史の基礎づげのために－摂
大乗論第三章第一節－〉。
《東方学報》(京都) 41。頁 711-761。
51. Bagchi (1970)
S. Bagchi (1970), Mahāyānasūtrālaṃkāra of Asaṅga,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13 (Darbhanga,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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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Universal
Studies

Vehicle
at

Columbia

Discourse
University

Literature
and

Columbia

梵本《大乘莊嚴經論》之研究百年簡史與未來展望

59

60

正觀第六十二期/二Ο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217. 松村恒(2004)

224. 松田訓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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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百年間，梵本《大乘莊嚴經論》研究成果的高峰期時 1980-89 年，總共
發表有 67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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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學術界仍然有許多努力的空間，特別是近年於西藏新發現
有此論的寫本。

52

三、梵本《大乘莊嚴經論》之研究百年成果分析
Zotero 是一免費、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之書目管理
軟體(http://www.zotero.org/)，由美國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The Center for History and New Media 於 2006 年開發，經美國
博物館與圖書館服務協會等機構贊助。 53 Zotero 主要功能是研
究書目與資料的收集、管理與筆記。針對研究者蒐集、管理及
引用數位及網路資源的需求而設計，可予使用者進行線上瀏覽
進行雲端同步相關資訊，也可以單機運作。
若以此書目管理資訊工具（Zotero）整理這百年來的梵本
《大乘莊嚴經論》之研究簡史，統計不同年代的研究數量與主
要學者，評析研究類別，其呈現狀態如下圖（圖 1, 2,3）所示：
52

根據 Haiyan Hu-von Hinüber(2006)."Some remarks on the Sanskrit
manuscript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a-Prātimokṣasūtra found in Tibet. "In
Jaina-itihāsa-ratna: Festschrift für Gustav Roth zum 90.Geburstag, lndica et
Tibetica 47, edited by Ute Hüsken, Petra Kieffer-Pülz and Anne Peters,
Marburg: Indica et Tibetica Verlag, 283-337.中所附的「王森目錄」(1985) no.
16. 1-6（殘）
。以及羅炤目錄（Luo Zhao, 2009). " The Cataloguing of Sanskrit
Manuscripts Preserved in the TAR: A Complicated Process That Has Lasted
More Than Twenty Years. "In Sanskrit manuscript in China.Proceedings of a
panel at the 2008 Beijing Seminar on Tibetan Studies,” October 13 to 17,
edited by Ernst Steinkellner, Duan Qing, and Helmut Krasser, Beijing: China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 225-233.

53

http://en.wikipedia.org/wiki/Zot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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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按年代顯示所有研究成果，並且可以作各品的分類與
關鍵詞等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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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只限定與梵本《大乘莊嚴經論》第一品有關的研究成果

第 1(mahāyānasiddhi)品﹝21=6+15 個偈頌﹞︰13 篇【排名第 4】

顯示

St. Schayer(1923)，野澤静証(1941)，玉城康四郎(1955)，武内
紹晃(1963)，荒牧典俊(1965)，高崎直道(1973)，舟橋尚哉
(1983a)，舟橋尚哉(1985)，高崎直道(1985)，藤田祥道(1993)，
藤田祥道(1997)，長尾雅人(2003)，能仁正顯編輯，荒牧典俊等
執筆(2009)
第 2(śaraṇagamana)品﹝12 個偈頌﹞︰2 篇
舟橋尚哉(1983a)，舟橋尚哉(1985)
第 3(gotra)品﹝13 個偈頌﹞︰5 篇

【圖 3】：只限定與梵本《大乘莊嚴經論》第二品有關的研究成
果顯示

服部正明(1955)，高崎直道(1973)，舟橋尚哉(1983a)，舟橋尚哉
(1985)，岡田英作(2011)
第 4(cittotpāda)品﹝28 個偈頌﹞︰3 篇
高崎直道(1973)，舟橋尚哉(1988)，釋圓修(2011)
第 5(pratipatti)品﹝11﹞︰1 篇
舟橋尚哉(1990)
第 6(tatva)品﹝10 個偈頌﹞︰15 篇【排名第 3】
St. Schayer(1923)，玉城康四郎(1955)，野沢静証(1957)，Erich
Frauwallner(1958)，荒牧典俊(1963)，早島理(1973a)，早島理
(1973b)，荒牧典俊(1976)，勝呂信静(1976)，早島理(1983b)，

如此可以容易初步統計出梵本《大乘莊嚴經論》各品的研究
狀況，如下所示：

Osamu Hayashima(1983)，早島理(1985)，Lambert Schmithausen
(1987)，舟橋尚哉(1990)，岩本明美(199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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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prabhāva)品﹝10 個偈頌﹞︰1 篇
舟橋尚哉(1993)
第 8(paripāka)品﹝22 個偈頌﹞︰1 篇
舟橋尚哉(1996)
第 9(bodhi)品﹝86 個偈頌﹞︰26 篇【排名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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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ashima(1977, 1978, 1979, 1982, 1983)，舟橋尚哉(1978a)，舟
橋尚哉(1978b)，早島理(1981)，松本史朗(1982)，菅原泰典
(1984)，早島理(1984a)，下川邊季由(1984, 1985, 1986)，早島理
(1985)，舟橋尚哉(1986)，Lambert Schmithausen (1987)，藤田
祥道(1987)，阿理生(1989, 1991)，竹村牧男(1990)，兵藤一夫
(1991)，兵藤一夫(1993)，舟橋尚哉(2000)，松岡寛子(2007)，
松岡寛子(2008)，本村耐樹(2009)

西尾京雄(1936)，西尾京雄(1940)，服部正明(1955)，玉城康四
郎(1955)，Erich Frauwallner(1958)，高崎直道(1960)，荒牧典俊
(1963)，武内紹晃(1967)，荒牧典俊(1970)，Noriaki Hakamaya(袴
谷憲昭) (1971)，武内紹晃(1972)，高崎直道(1973)，袴谷憲昭
(1976)，西藏文典研究會(1979, 1981)，舟橋尚哉(1980)，舟橋
尚哉(1981a)，舟橋尚哉(1981b)，佐久間芳範(1984)，舟橋尚哉

第 12(deśana)品﹝24 個偈頌﹞︰3 篇
荒牧典俊(1965)，向井亮(1977)，舟橋尚哉(1982)
第 13(pratipatti)品﹝29 個偈頌﹞︰7 篇
Erich Frauwallner(1958)，荒牧典俊(1963)，早島理(1976)，袴谷

(1985)，佐久間秀範(1987)，ソナム・ギャルツェン・ゴンタ(1991)，

憲昭(1980)，舟橋尚哉(1984b)，岩本明美(1998)，釋善音(1998)

森田良昭(1996a)，森田良昭(1996b)，上野隆平(2009)，内藤昭

第 14(avavādānuśāsani)品﹝51 個偈頌﹞︰11 篇【排名第 6】

文(2009)，内藤昭文(2010)

Noriaki Hakamaya(袴谷憲昭)(1978)，氏家覚勝(1981)，早島理

第 10(adhimukti)品﹝14 個偈頌﹞︰4 篇

(1982b)，小谷信千代(1982a)，小谷信千代(1984)，舟橋尚哉

舟橋尚哉(1981c)，舟橋尚哉(1985)，楠本信道(1998)，楠本信道
(1999)
第 11(dharmaparyeṣṭi)品﹝78 個偈頌﹞︰32 篇【排名第 1】

(1984b)，下川邊季由(1984)，Lambert Schmithausen (1987)，岩
本明美(1995)，岩本明美(1996a)，釋惠敏、關則富(1997)
第 15(upāyasahitakarma)品﹝5 個偈頌﹞︰1 篇

St. Schayer(1923)，野澤靜證(1938)，野沢静証(1957)，Erich

舟橋尚哉(1984b)

Frauwallner(1958)，海野孝憲(1962)，荒牧典俊(1963)，武内紹

第 16(pāramitā)品﹝79 個偈頌﹞︰2 篇

晃(1963)，Noritoshi Aramaki(1967)，海野孝憲(1967)，海野孝
憲(1973)，早島理(1974)，舟橋尚哉(1977)，Osamu

早島理(1983a)，若原雄昭(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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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bodhyadhikāra)品︰26 篇【排名第 2】

第 17(pūjāsevāpramāṇa)品﹝66 個偈頌﹞︰3 篇

第 6(tatvādhikāra)品︰15 篇【排名第 3】

若原雄昭(1995)，矢板秀臣(2005)，矢板秀臣(2007)

第 1(mahāyānasiddhyadhikāra)品︰13 篇【排名第 4】

第 18(bodhipakṣa)品﹝104 個偈頌﹞︰12 篇【排名第 5】

第 18(bodhipakṣādhikāra)品︰12 篇【排名第 5】
第 14(avavādānuśāsanyadhikāra)品︰11 篇【排名第 6】

野沢静証(1957)，早島理(1985)，早島理(1988)，早島理(1988)，
早島理(1989a)，Tadashi Tani(1991)，早島理(1993)，早島理
(1994a)，早島理(1994b)，早島理(1995a)，早島理(1995b)，岸

其次，若從如下不同角度的評析：

清香(2011)

（二）依年代與研究作者之統計與研究數量排名分析

第 19(guṇa)品﹝80 個偈頌﹞︰7 篇

※1907-11〔1 人〕

玉城康四郎(1955)，武内紹晃(1963)，高崎直道(1976)，小谷信

S. Lévi [2 篇]︰1907, 1911

千代(1980c)，岡田行弘(1981)，早島理(1985)，Lambert
Schmithausen (1987)
第 20(caryā)品﹝42 個偈頌﹞︰5 篇

※1920-29〔3 人〕
1. 宇井伯壽（Hakuju Ui, 1882-1963)) 【7 篇，排名第 7】 ︰
1921, 1928, 1929, 1952, 1956, 1958, 1961

武内紹晃(1967)，袴谷憲昭(1972)，高崎直道(1973)，袴谷憲昭
(1983a)，上野隆平(2011)
第 21(pratiṣṭha)品﹝19 個偈頌﹞︰6 篇

2. 白石真道（Shindō Shiraishi）[3 篇]︰1922, 1958, 1959
3.

St. Schayer [1 篇]︰1923

武内紹晃(1967)，袴谷憲昭(1972)，高崎直道(1973)，袴谷憲昭
(1983a)，袴谷憲昭(1983b)，上野隆平(2011)

※1930-39〔4 人〕
1.

長尾雅人(Gadjin M. Nagao, 1907-2005) 【12 篇，排名第

如此可以迅速了解梵本《大乘莊嚴經論》中前六名（超過 10

3】︰

個研究成果）的品名如下所示，可以讓學術界評估未來此領域

1931, 1937, 1952, 1956, 1958a, 1958b, 1971, 1980, 1981,

研究狀態的參考。

1982, 2000, 2003

第 11(dharmaparyeṣṭyadhikāra)品︰32 篇【排名第 1】

2.

山口益 [1 篇]︰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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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尾京雄 [2 篇]︰1936, 1940

6.

David Seyfort Ruegg [1 篇]︰1969

4.

野沢靜証(1908-?)【5 篇，排名第 9】︰1936, 1938a, 1938b,

7.

Lambert Schmithausen [3 篇]︰1969a, 1969b, 1987

1941, 1957
※1970-79〔13 人〕
※1940-49〔1 人〕
上田義文 [1 篇]︰1942

1.

S. Bagchi [1 篇]︰1970

2.

小沢憲珠 [2 篇]︰1971, 2001

3.

橫山紘一 [2 篇]︰1971, 1982

4.

1971, 1972, 1973, 1976a, 1976b, 1978, 1980, 1983a, 1983b,

※1950-59〔5 人〕
1.

服部正明 [1 篇]︰1955

2.

玉城康四郎 [1 篇]︰1955

3.

武內紹晃(1920-) 【9 篇，排名第 5】︰

1984, 1993
5.

Alex Wayman [2 篇]︰1956, 1961

5.

Erich Frauwallner [1 篇]︰1958

早島理(Osamu Hayashima, 1946-) 【23 篇，排名第 1】︰
1973a, 1973b, 1974, 1976, 1977(1978, 1979, 1982, 1983),
1981, 1982a, 1982b, 1983a, 1983b, 1983c, 1984a, 1984b,

1956, 1963, 1967, 1972, 1975, 1979a, 1979b, 1982, 1995
4.

袴谷憲昭(Noriaki Hakamaya, 1943-) 【11 篇，排名第 3】︰

1985, 1988a, 1988b, 1989a, 1989b, 1993, 1994a, 1994b,
1995a, 1995b
6.

資延恭敏 [1 篇]︰1974

7.

C. Dragonetti [1 篇]︰1974

※1960-69〔7 人〕

8.

越智淳仁 [1 篇]︰1976

1.

高崎直道(Jikido Takasaki, 1926-)【8 篇，排名第 6】︰

9.

向井亮 [1 篇]︰1977

1960, 1961, 1966, 1973a, 1973b, 1976, 1985, 1986

10. 舟橋尚哉(Naoya Funahashi, 1936-) 【21 篇，排名第 2】︰

2.

真田有美 [1 篇]︰1961

1977, 1978a, 1978b, 1980, 1981a, 1981b, 1981c, 1982, 1983a,

3.

海野孝憲 [3 篇]︰1962, 1967, 1973

1983b, 1984a, 1984b, 1984c, 1985, 1986, 1987, 1988, 1990,

4.

荒牧典俊(Noritoshi Aramaki, 1936-) 【5 篇，排名第 9】︰
1963, 1965, 1967, 1970, 1976

5.

勝呂信静 [4 篇]︰1966, 1976, 1985, 1989

1993, 1996, 2000
11. R. アビト [1 篇]︰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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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西藏文典研究會 [1 篇]︰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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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ソナム・ギャルツェン・ゴンタ [1 篇]︰1991

5.

Limaye [1 篇]︰1992

6.

Åke Boquist [1 篇]︰1993

7.

岩本明美(1977-) 【7 篇，排名第 7】︰
1995, 1996a, 1996b, 1997, 1998, 2000, 2001

※1980-89〔14 人〕
1.

岡田行弘 [1 篇]︰1981

8.

若原雄昭 [4 篇]︰1995, 2003a, 2003b, 2004, 2006

2.

氏家覚勝 [1 篇]︰1981

9.

森田良昭 [2 篇]︰1996a, 1996b

3.

阿理生 [4 篇]︰1982, 1984, 1986, 1989

10. 釋惠敏、關則富 [1 篇]︰1997

4.

竹村牧男 [1 篇]︰1982

11. Makransky, John [1 篇]：1997

5.

松本史朗 [1 篇]︰1982

12. 釋善音 [1 篇]︰1998

6.

小野基 [1 篇]︰1983

13. 長崎陽子[1 篇]︰1998

7.

佐久間秀範 [4 篇]︰1984, 1987, 1991, 2007

14. 楠本信道 [2 篇]︰1998, 1999

8.

菅原泰典 [2 篇]︰1984, 1985

15. Mudagamuwe Maithrimurthi [1 篇]︰1999

9.

下川邊季由 [1 篇]︰1984

16. 千葉公慈 [1 篇]︰1999

10. S. D. D. Shastri [1 篇]︰1985

17. 池田道浩 [1 篇]︰1999

11. 毛利俊英 [1 篇]︰1987

18. 北野新太郎[1 篇]︰1999

12. 藤田祥道 【6 篇，排名第 8】︰
1987, 1988, 1993, 1997, 2005, 2008

※2000-09〔26 人〕

13. Yajneshwar Shastri [1 篇]︰1989

1.

薊法明 [1 篇]︰2000

14. Paul J. Griffiths 等 [2 篇]︰1989, 1990

2.

長崎陽子 [1 篇]︰2000

3.

阿部宏貴 [2 篇]︰2000, 2001

※1990-99〔18 人〕

4.

CHIBA Koji [1 篇]︰2001

1.

NGUYEN Cuong Tu [1 篇]：1990

5.

渡邊親文[2 篇]︰2001, 2006

2.

谷貞志(Tadashi Tani) [1 篇]︰1991

6.

芳村博実 [2 篇]︰2002, 2006

3.

兵藤一夫 [2 篇]︰1991, 1993

7.

Dan Lusthau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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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김명우︰2002

9.

無著賢註釋，寶僧由藏譯漢︰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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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釋圓修[1 篇]︰2011

10. D’Amato, Mario [1 篇]︰2003

從以上的統計資料，5 篇以上，有 12 位學者（相同篇數者則名

11. Robert A. F. Thurman [1 篇]︰2004

次相同）如下所示，其學術背景與所屬研究單位之資料如下所

12. 松村恒 [1 篇]︰2004

示：

13. 加納和雄 [3 篇]︰2004, 2009, 2010
14. 高橋晃一 [1 篇]︰2005

1. 早島理(Osamu Hayashima)(1946-) [23 篇]：京都大學畢業

15. 都真雄 [1 篇]︰2005

2. 舟橋尚哉(Naoya Funahashi)(1936-) [21 篇] ：【京都地區】龍

16. 矢板秀臣 [2 篇]︰2005, 2007
17. 岡本一平 [1 篇]︰2006
18. 松田訓典 [3 篇]︰2006, 2007a, 2007b

谷大學
3. 長尾雅人(Gadjin M. Nagao)(1907-2005) [12 篇] ：京都大
學、龍谷大學

19. 松岡寛子 [2 篇]︰2007, 2008

4. 袴谷憲昭(Noriaki Hakamaya)(1943-) [11 篇]：東京大學畢業

20. 長尾重輝 [1 篇]︰2008

5. 武內紹晃(1920-) [9 篇] ：【京都地區】龍谷大學

21. 林哲照 [1 篇]︰2009

6. 高崎直道(Jikido Takasaki)(1926-) [8 篇] ：東京大學

22. 上野隆平 [2 篇]︰2009, 2011

7. 宇井伯壽（Hakuju Ui）(1882-1963) [7 篇] ：東京大學

23. 内藤昭文 [2 篇]︰2009, 2010

7. 小谷信千代(1944-) [7 篇] ：【京都地區】大谷大學文學部佛

24. 本村耐樹 [3 篇]︰2009, 2011a, 2011b

教學科

25. 寺尾健吾 [1 篇]︰2009

7. 岩本明美(1977-) [7 篇] ：京都大學

26. 能仁正顯編輯，荒牧典俊等執筆 [1 篇]︰2009

8. 藤田祥道(不詳) [6 篇] ：【京都地區】龍谷大學
9. 野沢靜証(1908-?) [5 篇] ：
【京都地區】大谷大學文學部佛教

※2010-11〔5 人〕
1.

早島慧 [1 篇]︰2010

2.

工藤量導 [1 篇]︰2010

3.

岡田英作 [1 篇]︰2011

4.

岸清香 [1 篇]︰2011

學科
9. 荒牧典俊(Noritoshi Aramaki)(1936-) [5 篇] ：京都大學
此排名前 12 位學者的論文是研究梵本《大乘莊嚴經論》首
先必須參考的。此外，我們觀察到：以上 12 位學者中，學術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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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與研究單位屬於日本關西地區（特別是京都地區）有 9 位，
屬於日本關東地區（特別是東京地區）有 3 位。這應該與龍谷
大學收藏有梵文《大乘莊嚴經論》寫本，以及長尾雅人
(1907-2005)，除了帶領京都大學相關學者編輯「梵藏漢、藏梵、
漢梵《大乗莊嚴経論》索引」 54，建立良好的研究基礎；他在
京都地區（龍谷大學大宮學舍）長期以「讀書會」的方式帶領
老中青學者研究唯識學相關論典有關。 55此「讀書會」也將累
積的研究成果出版，例如：
《摂大乗論 和訳と注解上下》。講談
社。(上 1982、下 1987)。長尾雅人晚年則以梵本《大乘莊嚴經
論》為「讀書會」主題。長尾先生過世後，於電腦中留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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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類別分析
A.

《大乘莊嚴經論》寫本的研究：

武內紹晃(1956)，G. M. Nagao(1958)，真田有美(1961)，宇井伯
壽(1961)，Takanori Umino(1973)，舟橋尚哉(1978a)，舟橋尚哉
(1978b)，舟橋尚哉(1980)，舟橋尚哉(1981a)，舟橋尚哉(1981b)，
舟橋尚哉(1981c)，舟橋尚哉(1982)，舟橋尚哉(1983a)，舟橋尚
哉(1983b)，阿理生(1984)，舟橋尚哉(1984)，小谷信千代(1984)，
舟橋尚哉(1984)，舟橋尚哉(1985)，舟橋尚哉(1986)，舟橋尚哉
(1987)，舟橋尚哉(1988)，舟橋尚哉(1990)，舟橋尚哉(1993)

筆記資料，繼續由荒牧典俊教授領導讀書會作梵文《大乘莊嚴
經論》的研究與出版，例如：能仁正顯編輯，荒牧典俊等執筆
(2009)。
《『大乗荘厳経論』第Ⅰ章の和訳と注解: 大乗の確立》。
龍谷叢書 20。京都︰自照社出版。 56

B.《大乘莊嚴經論》的註釋文獻
(A) 印度的註釋文獻與研究：
海野孝憲(1967)，Noriaki Hakamaya (1971)，Noriaki
Hakamaya(1976)，Osamu Hayashima(1977, 1978, 1979, 1982,
1983)，Noriaki Hakamaya(1978)，西藏文典研究會(1979,
1981)，袴谷憲昭(1983)，Osamu Hayashima(1983)，下川邊季
由(1984, 1985, 1986)，小谷信千代(1984)，藤田祥道(1993)，
山口益(1935)，西尾京雄(1936)，野沢靜証(1936)，野沢靜証

54

55

G. M. Nagao(1958), Index to the Mahāyāna-Sūtrālaṃkāra, PartⅠ(Tokyo:

(1938)，資延恭敏(1974)，小谷信千代(1978)，勝呂信靜

Nippon Gakujutsu Shinkōkai, 1958) ; PartⅡ(Tokyo: NGS, 1961)

(1989)，長尾雅人(2003)，김명우(2002)

這種以「讀書會」的方式帶領老中青學者研究模式很值得我們華人學術界
參考。

56

參見龍谷大學之芳村博実所主持的「瑜伽行学派における大乗仏説論の
思想史的研究一『大乗荘厳経論』を中心に-」科学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
果報告書（2006～2008）。

(B)西藏與中國的註釋文獻的研究
小谷信千代(1982)，ソナム・ギャルツェン・ゴンタ(1991)，
無著賢著，寶僧譯(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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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大乘莊嚴經論》的相關研究
(A) 梵文現代校訂本
a. 完整校訂本（3 本）
S. Lévi (1907)，S. Bagchi (1970)，S. D. D. Shastri (1985)
b. 部分校訂本（2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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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uwallner(1958)，荒牧典俊(1963)，Noritoshi
Aramaki(1967)，荒牧典俊(1970)，高崎直道(1973a)，C.
Dragonetti (1974)，荒牧典俊(1976)，早島理(1976)，Noriaki
Hakamaya(袴谷憲昭)(1978)，長尾雅人(1982)，松本史朗
(1982)，袴谷憲昭(1983)，下川邊季由(1984)，小谷信千代
(1984)，Paul J. Griffiths 等(1989)，岩本明美(1996a)，釋惠

Takanori Umino(1973)，舟橋尚哉(1978a)，舟橋尚哉

敏、關則富(1997)，岩本明美(1998)，釋善音(1998)，長尾

(1978b)，舟橋尚哉(1981c)，小谷信千代(1982)，舟橋尚

雅人(2003)，秋本勝, 渡辺親文(2006)，矢板秀臣(2007)

哉(1983)，舟橋尚哉(1984)，小谷信千代(1984)，舟橋尚
哉(1985)，舟橋尚哉(1986)，舟橋尚哉(1988)，Paul J.
Griffiths 等(1989)，舟橋尚哉(1990)，舟橋尚哉(1993)，
岩本明美(1995)，早島理(1995)，舟橋尚哉(1996)，岩本
明美(1996b)，釋惠敏、關則富(1997)，岩本明美(1998)，
釋善音(1998)，舟橋尚哉(2000)
(B) 現代譯本
a. 完整譯本（4 本）
(a) 法譯︰S. Lévi(1911)
(b) 日譯︰宇井伯壽(1961)
(c) 英譯︰Limaye(1992)，Robert A. F. Thurman(2004)
b. 部分譯本（24 篇）
St. Schayer(1923)，野沢静証(1957)，Erich

(C) 藏譯現代校訂及翻譯本（18 篇）
山口益(MSAṬ, SAVBh)(1935)，野沢靜証(1938)，野沢静証
(SAVBh)(1957)，Noriaki Hakamaya(袴谷憲昭)(MSAṬ)
(1971)，資延恭敏(1974)，早島理(1976)，Osamu Hayashima(早
島理)(1977, 1978, 1979, 1982, 1983)，Noriaki
Hakamaya(MSAṬ, SAVBh)(1978)，西藏文典研究會(1979)，
小谷信千代(1982)，Osamu Hayashima(早島理)(1983)，早島
理(1984a)，小谷信千代(1984)，下川邊季由(1984)，NGUYEN
Cuong Tu (1990)，藤田祥道(1993)，秋本勝,渡辺親文(2006)，
矢板秀臣(2007)
(D) 歷史問題研究
a. 作者（14 篇）
宇井伯壽(1921)，Hakuju Ui(宇井伯壽) (1928)，Hakuju
Ui(宇井伯壽) (1929)，宇井伯壽(1952)，宇井伯壽(1956)，
Alex Wayman(1956)，Alex Wayman(1961)，袴谷憲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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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小谷信千代(1978)，菅原泰典(1985)，勝呂信静

3. 轉依（6 篇）︰

(1985)，勝呂信靜(1989)，岩本明美(2000)，都真雄(2005)

長尾雅人(1952)，高崎直道(1960)，Lambert
Schmithausen(1969b)，越智淳仁(1976)，佐久間秀範(1991)，

b. 文獻成立史（4 篇）

早島慧(2010)

Alex Wayman(1956)，Alex Wayman(1961)，Lambert

4. 無常、剎那滅、常住（6 篇）︰

Schmithausen(1969a)，小谷信千代(1980a)

早島理(1988)，早島理(1989b)，早島理(1994)，早島理(1995)，
池田道浩(1999)，岩本明美(2001)

c. 和菩薩地的關係（2 篇）

5. 佛說（5 篇）︰

宇井伯寿(1958)，勝呂信靜(1989)，本村耐樹(2009)

高崎直道(1985)，藤田祥道(2005)，秋本勝,渡辺親文(2006)，
藤田祥道(2008)，林哲照(2009)

(E) 思想問題研究（按照標題、論文關鍵詞，數量排序）

6. 淨土、佛土（6 篇）︰

1. 三性（16 篇）︰

武内紹晃(1967)，小沢憲珠(1971)，武内紹晃(1972)，向井亮

長尾雅人(1931)，長尾雅人(1937)，野澤靜證(1938b)，海野

(1977)，武内紹晃(1979a)，工藤量導(2010)

孝憲(1962)，

7. 種姓（5 篇）︰

勝呂信静(1966)，Noritoshi Aramaki(1967)，荒牧典俊(1976)，

服部正明(1955)，David Seyfort Ruegg(1969)，高崎直道

葉阿月(1976)，武内紹晃(1979a)，菅原泰典(1985)，竹村牧男

(1973b)，佐久間秀範(2007)，岡田英作(2011)

(1990)，兵藤一夫(1991)，

8. 三身、佛身（6 篇）︰

Åke Boquist(1993)，池田道浩(1999)，北野新太郎(1999)，薊

R. アビト(Habito Ruben L.F)(1977)，武内紹晃(1979a)，武内

法明(2000)

紹晃(1982)，竹村牧男(1982)，佐久間秀範(1987)，Makransky,

2. 菩薩道、菩薩行、慈悲、四攝（10 篇）︰

John (1997)

早島理(1973a)，早島理(1973b)，早島理(1982a)，早島理

9. 意言（4 篇）︰

(1982b)，若原雄昭(1995)，長崎陽子(2000)，渡邊親文(2001)，

武内紹晃(1963)，武内紹晃(1979a)，本村耐樹(2011a)，本村

松村恒(2004)，矢板秀臣(2005)，若原雄昭(2006)，矢板秀臣

耐樹(2011b)

(2007)

10. 修行道（4 篇）︰
小谷信千代(1982)，毛利俊英(1987)，阿理生(1989)，岩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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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1997)

祥道(1988)。無二︰横山絋一(1982)。
「顕現」、
「変異(転変)」、

11. 如來藏、自性清浄、本覺（4 篇）︰

「生」の三概念︰上田義文(1942)。無執著︰CHIBA Koji

Jikido Takasaki(高崎直道)(1966)，David Seyfort

(2001)。主體性︰玉城康四郎(1955)。佛說︰荒牧典俊

Ruegg(1969)，袴谷憲昭(1980)，竹村牧男(1982)

(1965)。別時意︰向井亮(1977)。超越生死︰氏家覚勝

12. 發心（3 篇）︰

(1981)。cittasya nāmni sthānāt︰早島理(1981)。行性︰岡本一

阿部宏貴(2000)，阿部宏貴(2001)、釋圓修（2011）

平(2006)。幻喩︰松田訓典(2006)。二種迷(dvayabhranti)︰松

13. 法界清浄（2 篇）︰

岡寛子(2008)。勝義︰長尾重輝(2008)。佛徳論︰上野隆平

上野隆平(2009)，内藤昭文(2010)

(2011)。

14. 無住処涅槃（2 篇）︰
Gadjin M. Nagao (1981)，阿理生(1986)

(F) 用語研究、佛教文學、書評

15. 四尋思・四如實智（2 篇）︰

【用語研究】：長尾雅人(1956) 用語例，Gadjin M.

阿理生(1982)(-81?)，高橋晃一(2005)

Nagao(1958) āśraya 用例檢討，武内紹晃(1975) tā 用例，早島

16. プドガラ論、補特伽羅論（2 篇）︰

理(1976) 法随法行の語義，高崎直道(1976)

小野基(1983)，岸清香(2011)

Deha-bhoga-pratiṣṭābhaṁ Vijñānam 用例，舟橋尚哉(1977)

17. 四智、八識（2 篇）︰

piṭaka，Gadjin M. Nagao (1980) Upekṣā，岡田行弘(1981)

佐久間秀範(1984)，Lambert Schmithausen (1987)

“urtext”推定，早島理(1983b) "tatva"考，兵藤一夫(1993) 「不

18. 柔軟心（2 篇）︰

可思議変異生死」用語檢討，楠本信道(1999) adhimukti 語義

千葉公慈(1999)，寺尾健吾(2009)

【佛教文學】︰高崎直道(1973a)

19. 唯心、唯識（2 篇）︰

【書評】︰早島理(1984b)，袴谷憲昭(1984)，高崎直道(1986)

舟橋尚哉(1984)，芳村博実(2006)
20. Nimitta(2 篇)：

如此，可以讓我們對「梵本《大乘莊嚴經論》百年來的研

松田訓典(2007a)，松田訓典(2007b)

究成果有初步概括了解，以便讓學術界作進一步評估後續研究

21. 其他（1 篇）：

發展。

無相方便相：早島理(1974)。真理︰勝呂信静(1976)。業︰武
内紹晃(1979b)。人法二無我︰早島理(1985)。三三昧︰藤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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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與未來展望
未來，希望可以藉由資訊科學技術作語句管理，與敝人團隊所

如上以書目管理資訊工具（Zotero）可以有效率的管理這
百年來的梵本《大乘莊嚴經論》之研究成果，統計不同年代的

建構之「《瑜伽師地論》資料庫－電子佛典製作與運用之研究」

研究數量與主要學者，評析研究類別，以便學術界可以更進一

（http://ybh.ddbc.edu.tw/ui.html）57相配合，如下圖（圖 5）所示：

步展開研究。

【圖 5】

此外，Zotero 書目管理資訊工具也可以用視覺化的效果，
直覺式的呈現各種不同年代的研究數量統計與主要學者，評析
研究類別，例如下圖：在第一列（最上列）顯示從 1964 年到
1972 年之每年研究成果的數量與發表形式（專書或論文）；第
二列顯示從 1950 年到 1990 年每 10 年研究成果分佈樣態；第三
列顯示從 1907 年到 2011 之 100 年研究成果分佈樣態，如下圖
（圖 4）所示：
【圖 4】

將佛典文獻處理的資訊科學技術，例如：平行語料庫設計，
57

國科會研究計畫 1999-2000，「漢文電子佛典製作與運用之研究—以《瑜
伽師地論》為例」(NSC89-2411-H-11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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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莊嚴經論》譯註或各種研究工作的基礎。

(一)多語佛典文本：含梵本、漢譯、藏譯、法譯、日譯、
英譯、今譯等。
(二)段落平行對照

※（本文之一部分曾於 2011.10.22-24 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研究

(三)佛典詞彙自動分詞

中心主辦「梵學與佛學研討會」口頭發表。地點：蘇州戒幢佛

(四)詞彙集(glossary)管理

學院）

(五)文本特徵分析
【圖 6】：可能建構的雛形如下圖所示：

以此基礎，建置與梵本《大乘莊嚴經論》研究資料庫相關
的網站，提供研究與教學資訊平台或輔助工具，以及作為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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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consequently results in the rising of such Buddhist
sects as Shelun zong and Weishi zong in China.
In 1907, S. Lévi the French scholar corrected and published the
Sanskrit manuscript of the treatise found in Nepal. Later in 1911,

Huimin Bhikshu

he published his French translation with revision, which originated

President,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the research on Buddhism in the modern times. For the century

Professor,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since then, 12 more Sanskrit manuscripts of the treatise have been
found during academic researches, and more than 250 papers on
this subject have been issued. Among them, Japanese papers rate

Summary

80%, totaling around 200, while Chinese papers rate 2.8% or so,

The Mahāyānasūtrālaṁkāra,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the Yoga

only 7 in number. That indicates the great possibility for

Practice school (Yogâcāra) of Indian Buddhism, used to be

progression in Chinese academic researches, plus that a

influentail and highly valued in India. It was said, “For the

manuscript of the treatise also appeared in Tibet recently.

learning of either the Great or Small Vehicle tradition, this treat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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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lways taken as the basis; without proficiency in this, one is not

software such as the Zotero tool, this article aims to develop a

qualified to preach the Dharma.” The treatise was translated into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century’s studies on the Sanskrit Text of

Chinese by Prabhākaramitra (565-633)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Mahāyānasūtrālaṁkāra, establish statistics of relevant papers and

(630-632), and expounded and annotated by Ven. Huijing

major researchers of different ages, commentate and classify those

afterward. (The Annotation was lost though.) However, it did not

studies. The coming result will provide the academies with

widely circulate, probably because the quality of the rendering

references and make the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onstruction of the

was not so good as Xuanzang’s (602-664) translations of other

database website for the studies of the Sanskrit Text of

Yogâcāra works, such as She dasheng lun (Compendium of the

Mahāyānasūtrālaṁkāra.

Great Vehicle) , Cheng weishi lun (Discourse on the Theory of
Consciousness-only) and so on. Another reason could be that later

Keywords: Mahāyānasūtrālaṁkāra, Sanskrit literature,

treatises were more mature in their ideologies. The succ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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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本《大乘莊嚴經論》之研究百年簡史與未來展望

Table of Contents：
1.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Sanskrit Text of the Scripture of

Adorning the Great Vehicle（ Mahāyānasūtrālaṃkāra, MSA）
2.A chronicle Review of MSA
3.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Literature of MSA
4.Conclusion and Future Developlments

97

100 正觀第六十二期/二Ο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七處三觀經》的結構與譯者
---兼對 Paul Harrison 論文(1997)
的回應
佛教論文翻譯作家

關鍵詞：1.《七處三觀經》(T 150A)

2.安世高

3.《雜經四

十四篇》 4. Paul Harrison 保羅˙哈里森

＊

目次
蘇錦坤

一、前言
二、《七處三觀經》的組成結構
三、《七處三觀經》的譯者
3.1 《積骨經》

摘要

3.2 《九橫經》
3.3 《三方便經》與《地獄讚經》

本文探討《七處三觀經》(T150A)的結構與譯者。結構方面
僅對保羅˙哈里森(Paul Harrison)的論文作了一項小更動。譯者
方面則與他的主張大不相同。

3.4 「四十四部經」與《雜經四十四篇》
3.5 《七處三觀 1 經》
四、安世高的譯經目錄

哈里森認為經中的全部 47 經都是安世高所譯，並且認為其

五、結語

中的四十四部經為安世高翻譯而久已佚失的《雜經四十四

六、謝詞

篇》。

七、附錄

本文不贊同此一意見，藉由對《積骨經》、《九橫經》與

〈附錄一〉：《七處三觀經》(T150A)對應經典對照表

《三方便經》、《地獄讚經》經錄記載的探討，主張現存《七

〈附錄二〉：當代學者主張的不屬安世高所譯的經典

處三觀經》(T150A)為一「合集」，而不全然是安世高所譯，而

〈附錄三〉：《佛說積骨經》對應經文對照表

且經中的「四十四部經」也不一定是《雜經四十四篇》。

〈附錄四〉：《九橫經》對應經文對照表

＊

2012/04/30 收稿，2012/06/26 通過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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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佛典語言學」立場來探討安世高譯經的多篇論文。 對安世高譯
經的研究可以說是達到一個前所未見的鼎盛時期。

6

當代的佛教研究學者對於東漢、三國時期的漢譯佛典相當

國 外 發 表 的相 關 論 文 裡， 特 別 引 起筆 者 關 注 的是 哈 里 森

重視，除了有許理和(Erik Zürcher)〈最早的佛經譯文中的東漢口

(Paul Harrison)與自拙法師對於安世高譯經或可能是安世高譯經

語成分〉與〈關於初期漢譯佛經的新思考〉兩篇重要論文之

的研究，例如兩篇與單卷本《雜阿含經》有關的論文。 以及哈

外，還有那體慧(Jan Nattier)的《初期漢譯佛典導論：從東漢到

里森的〈安世高所譯的《增一阿含》〉與維德(Tilmann Vetter)、

1

三國的經典》專書作泛論式的探討。 歐美佛學界可以算是特別

7

8

哈里森合著的〈安世高漢譯的《七處經》〉。 筆者的論文

關注安世高，這位佛教傳入中國的關鍵人物與最早期的譯經大
師；這當中有富安敦(Antonio Forte)1995 年的《質子安世高及其
後裔》一書，

2

5

法身經》考辨〉。方一新，(2003)〈翻譯佛經語料年代的語言學考察—以

1996 年底，在荷蘭萊登大學還舉辦過一場「安

《大方便佛報恩經》為例〉，(2004)〈《太子墓魄經》非安譯辯〉，

3

世高專題研討會」。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論文為針對安世高譯

(2008)〈《佛說奈女祇域因緣經》翻譯年代考辨〉。胡敕瑞，(2005)，

經的專題研究，例如，果暉法師〈安世高譯經的考察〉、
〈《安般守意經》格義上的新發現〉等五篇論文和左冠明

例如方一新、高列過，(2007)〈題安世高譯《佛說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

〈中古漢語語料鑒別述要〉。
6

4

Zacchetti (2010b)也有類似的看法：”For a varieties of reasons(such as, for

(Stefano Zacchetti)的九篇論文等等。 從「漢語佛典語言學」的角

example, the flourishing of the study of Medieval Chinese, the recent

度，還有方一新、高列過、胡敕瑞等人從「漢語史」與「漢譯

discoveries of Indic Buddhist manuscripts in central Asia etc.),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works devoted to this key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e. g. Forte 1995) and his translations have been published during the last 1015 years. 基於多種不同原因(例如，對中古漢語研究的興盛、最近在中亞
發現的印度語系的佛教手抄本，等等)，對於這位中國佛教史的關鍵人物

1

Zürcher (1977, 1991)，Nattier(2008)。

2

Forte (1995).榮新江(1998)對此書作了簡短的書評，對書中的幾項主張表達了
不同的觀點。

3

與他的翻譯，最近 10-15 年有相當數量這方面的研究出版(例如，Forte
1995)。”(249 頁)。
7

Workshop on An Shigao, hel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Harrison，中國學者譯作「何離巽」)是自拙法師此篇碩士論文的指導教

Asian Studies. 參考 Harrison ( 1997), pp. 197, 註 1，以及陳明(2003)，64 頁

授，此篇碩士論文後來結集為專書出版。此兩篇論文的探討，請參考蘇

6-10 行。
4

Shih, Tzu-jwo (釋自拙, Lin, Yueh-Mei), (2001)，Harrison (2002)。哈里森(Paul

果暉法師 (2000, 2008a, b, 2009, 2010)，Zacchetti(2002a & b, 2003, 2004a & b,
2006, 2010a, b & c)。

錦坤 (2010b)。
8

前者為 Harrison (1997)，題目為 ‘The Ekottarikāgama Translations of An
Shigao’ (〈安世高所譯的《增一阿含》〉)。論文所指的「增一阿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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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處三觀經》研究(1)---《七處三觀 1 經》校勘與標點〉 已

9

法，認為現存的《七處三觀經》(150A)由《七處三觀 1 經》、

對後者作探討與評論，本文將專注於對前一篇論文的介紹與商

《雜經四十四篇》、《佛說九橫經》、與《佛說積骨經》等四

議。

部譯經所構成。

《七處三觀經》的結構與譯者

12

哈里森在論文前頭就開宗明義地主張：「長期以來，大家

以 下 本 文 將 依 次 討 論 「 《 七 處 三 觀 經 》 (150A) 的 組 成 結

都知道《增一阿含》的第一位漢譯者是安息人安世高。」他並

構」與「《七處三觀經》(150A)的譯者」。為行文簡潔，本文

引述中村元(Nakamura Hajime)的論文，認為「《七處三觀經》

稱《雜阿含經》(T101)為「單卷本《雜阿含經》」，對五十卷

(T150A)很適合被稱為是另一種版本的《增一阿含》」，並且提

本《雜阿含經》(T99) 則直接稱作「《雜阿含經》」，不另加說

到林屋友次郎(Hayashiya Tomojiro)與赤沼智善(Akanuma Chizen)

明。對《出三藏記集》稱引的道安法師《綜理眾經目錄》簡稱

也有相同的結論。

10

為《道安錄》。

最值得注意的是，哈里森用了不少篇幅介紹他的構想：現
存的《七處三觀經》(150A)是由《七處三觀 1 經》、《雜經四

二、《七處三觀經》的組成結構

十四篇》、《佛說九橫經》、與《佛說積骨經》等四部譯經所
構成，並且以此構想「恢復」了《七處三觀經》的「原貌」。

11

哈里森的論文指出，《七處三觀 1 經》於「何等為思」之
13

其實，在哈里森此篇論文之前，呂澂的〈中國佛學源流略

後經文脫落， 應從《七處三觀 3 經》接回：「想盡識，裁盡為

講〉與巨贊法師的〈安世高所譯經的研究〉已經提到相同的看

思想盡識…不復來還生死，得道。佛說如是，比丘歡喜受
14

行。」 《七處三觀 3 經》於「是名為兩眼人。從後說」之後經
15

文脫落， 應從《七處三觀 41 經》接回：「絕：無有財產，亦
《大正藏》經號 T150A 的《七處三觀經》(CBETA, T02, no. 150A, p.
875b)。後者為 Vetter & Harrison (1998)，論文題目為 ‘An Shigao’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Saptasth ā nas ū tra ’ (〈安世高漢譯的《七處經》〉)，其實

不行布施…黠人但當校計兩眼，兩眼第一，今世、後世。佛說
16

如是。」 《七處三觀 41 經》經從「是故，我為說舍身惡行

只側重在將《七處三觀 1 經》翻譯成英文與相關討論。
9
10

蘇錦坤 (2012)。
12

呂澂(1991)，巨贊法師(1959)。

13

《七處三觀 1 經》(CBETA, T02, no. 150A, p. 875, c16)。

14

《七處三觀 3 經》(CBETA, T02, no. 150A, p. 876, b1-c7)。

a8)。為了稱引方便，本文以大正藏經號稱此經為 T150A，而將 T150A 的

15

《七處三觀 3 經》(CBETA, T02, no. 150A, p. 876, b1)。

第一經稱為《七處三觀 1 經》，簡寫為 T150A(1)。

16

《七處三觀 41 經》(CBETA, T02, no. 150A, p. 881, b22-c3)。

Harrison (1997)，261 頁，1-9。論文中，聲稱引自赤沼智善 (1929) 與林屋
友次郎 (1937)。

11

《七處三觀經》的《大正藏》編號為 T150A (T02, no. 150A, p. 875b- p. 883,

《七處三觀經》的結構與譯者

105

106 正觀第六十二期/二Ο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17

and

者，不舍身惡行，便」之後經文脫落， 應從《七處三觀 1 經》

Buddhism

Gilgit」討論「九橫」。

接回：「望惡，便望苦…是故我為說捨身惡行，口意亦如上
18

the

《 增 一 阿 含 19.11

《增一阿含 19.11 經》應

將今本的經文調整而回復到「原先」的順序之後，哈里森

經》，《增一阿含

為「參考經典」，而不是

認為現存的《七處三觀經》(150A)是由 A《七處三觀 1 經》、B

20.5 經》，《增支

「對應經典」。

《佛說九橫經》、C《雜經四十四篇》、D《佛說積骨經》等四

部 2.11.2 經》。

說。」

C1

部譯經所構成。其次序請參考＜表一＞。
＜表一＞：哈里森推論的《七處三觀經》的組成與次序
哈里

相 當

哈里森列舉的對應

森認

的

經典

定的

《 大

47 經

正

次序

藏 》

C2
C3

32

of
19

33
34

附註

1

31

典。

「參考經典」。

《 增 一 阿 含 18.2
2.11.4 經》。

C4

35

《 增 支 部 2.11.5
經》。

C5

36

《 增 支 部 2.11.3
經》。

單卷本《雜阿含 27

經文應從《七處三觀 3

經》，《相應部

經》接回：「想盡識…比

22.57 經》。

丘歡喜受行。」對應經典

C6

37

無漢、巴對應經

文中提及 Gregory Schopen

典。

「 The Bhaiṣajyguru Sūtra

C7

38

《七處三觀 41 經》(CBETA, T02, no. 150A, p. 881, b21-22)。

18

《七處三觀 1 經》(CBETA, T02, no. 150A, p. 875, c16-18)。

無漢、巴對應經
典。

C8

39

《 增 支 部 2.1.2
經》。

C9

17

無漢、巴對應經
典。

尚有《雜阿含 42 經》。
B

可列《雜阿含 1264 經》為

經》，《增支部

經號
A

無漢、巴對應經

19

40

《 增 一 阿 含 18.1

對應經典尚有《雜阿含

Harrison (1997)，267 頁，頁底註 21。實際上，《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也
談及九橫，但內容與此處不同，(CBETA, T14, no. 449, p. 404, a27-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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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事經》

1243 經》。原文註有梵文

20

殘卷。

，《增支部 2.1.9

41

《 增 支 部

C14

44

C16

45

苦…亦如上說」。此經有
梵文殘卷。
C11

2

《 增 支 部 3.105

C12

3

《 增 支 部

3.29

文中提及巴利《法句經》

C17

46

23

經 文 應 從 《 七 處 三 觀 41
產…今世、後世。佛說如
有梵文殘卷。

42

《 增 支 部

3.76

C18

21

原文註有梵文殘卷。

27

《 增 一 阿 含 21.7

《 增 支 部

3.69

47

《 增 支 部

3.45

C19

4

《 增 支 部

4.10

28
29

原文註有梵文殘卷。 可參
考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

經》。
24

原文註有梵文殘卷。

原文提及巴利對應經文只
有三法。

經》。

「四軛」。
25

C20

經》。

20

巴利 Itivuttaka III,

經》。

是。」
C13

26

3.68 經》。

經》接回：「絕無有財

經》。

有梵文殘卷。

經》，《增支部

22

13, 14 兩偈有類似文意。

經》。

3.42

3.7 (《如是語》)。

經文應從《七處三觀 1
經》接回：「望惡便望

經》。

《 增 支 部
經》。

C15
2.2.9

43

21

經》 。
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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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增 支 部

4.49

經》。

30
31

原文註有梵文殘卷。 可參
考《陰持入經註》「四

《本事經》(CBETA, T17, no. 765, p. 680, a29-b18)。

26

梵文殘片見 Bernhard (1965), pp. 180，此資訊為 Rod Bucknell 提供。

《雜阿含 1243 經》為 Rod Bucknell 提供，梵文殘片見 Harrison (1997), pp.

27

梵文殘片見 Harrison (1997), pp. 270。

28

《增支部 3.45 經》只列「布施、出家、孝敬父母」三項，漢譯經文明言為

269。
22

梵文殘片見 SHTVII 153，此資訊為 Rod Bucknell 提供。

23

此兩偈頌相當於《法句經》〈9 雙要品〉：「蓋屋不密，天雨則漏，意不惟

「四法」，詳見下文的探討。請參考 Nyanaponika & Bodhi (1999)，54-55
頁，以及 283 頁註 21。

行，淫泆為穿。蓋屋善密，雨則不漏，攝意惟行，淫泆不生。」(CBETA,

29

梵文殘片見 Harrison (1997), pp. 271。

T04, no. 210, p. 562, b2-5)。

30

《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CBETA, T26, no. 1536, p. 399, a9-b28)。《七處三

24

梵文殘片見 Dietz (2002)，此資訊為 Rod Bucknell 提供。

觀 4 經》、《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與《增支部 4.10 經》三者均有偈

25

梵文殘片見 Harrison (1997), pp. 269。

頌，但是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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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 經》

倒」與《大集法門經》
「四顛倒」。
C21

6

32

C26

11

C23

8

原文註有梵文殘卷。 原文

原 文 還 列 《 增 支 部 4.254

經》，《增支部

列 《 增 支 部 4.69 經 》 為

經》，《阿毘達磨

經》與《增支部 9.5 經》

4.14 經》。

「參考經典」。《舍利弗

集異門足論》「四

為「對應經典」。

33

34

阿毘曇論》「四斷」。
C27

，《增支

12

部 4.32 經》。
7

37

879

669

《 雜 阿 含

攝事」
C22

《 雜 阿 含

4.37

經》。

《增支部 4.31 經》
《增支部 4.97 經》

《 增 支 部

38

C28

13

35

《 增 支 部

5.42

經》。

原文註有梵文殘卷。 原文

原文列《增支部 5.58 經》
與《增支部 5.227-228 經》

列 《 增 支 部 4.23 經 》 為

為「參考經典」。原文也

「參考經典」。尚可參考

列 《 增 支 部 8.38 經 》 為

《阿毘達磨集異門足

「對應經典」。

論》：「自利行等四補特
伽羅」。

C29

14

36

《 增 一 阿 含 17.11
經》，《增支部

C24

9

《增支部 4.95 經》

3.56 經》，《增支

C25

10

《 增 一 阿 含 25.10

部 4.70 經》。

經》，《增支部

C30

15

《 增 一 阿 含 32.12
經》，《增支部

31

梵文殘片見 Harrison (1997), pp. 271。

32

《陰持入經註》(CBETA, T33, no. 1694, p. 15, b5-8)，《大集法門經》

5.36 經》。
C31

(CBETA, T01, no. 12, p. 229, c20-24)。

16

39

《 增 支 部 5.148

原文註有梵文殘卷。 原文

經》。

列《增支部 5.147 經》為

33

《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CBETA, T26, no. 1536, p. 402, c26-p. 403, b19)。

34

Harrison (1997), pp. 271。

35

梵文殘片見 Harrison (1997), pp. 272。

37

梵文殘片見 Harrison (1997), pp. 272。

《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CBETA, T26, no. 1536, p. 404, c13-p. 405, a25)，

38

《舍利弗阿毘曇論》(CBETA, T28, no. 1548, p. 636, a14-b2)。

39

梵文殘片見 Harrison (1997), pp. 273。

36

此資訊為 Rod Bucknell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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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1

26

《增壹阿含 27.9 經》(只有
四項，且項目略有不同)。

C42

27

40

C32

17
18

《 增 支 部 5.151-

C43

19
20

C44

《 增 支 部

5.51

28

《 增 支 部

「對應經典」。
5.29

C37
C38
C39

21
22
23
24
25

無漢、巴對應經
《 增 支 部

8.56

原 文 也 列 《 增 支 部 3.23
經》為「參考經典」。

有梵文殘卷。

《 增 支 部

9.15

經》。
D

41

30

《 雜 阿 含

947

經》，《別譯雜阿
含 340 經》，單卷

《 增 支 部 5.110

原 文 也 列 《 增 支 部 4.259

本 《 雜 阿 含 11

經》。

經》為「參考經典」。

經》，《本事經》

《 增 支 部 5.241-

42

244 經》。

經》。

，《相應部 15.10

《 增 支 部 5.250
經》。

這一「新」排序出現幾個疑點有待澄清。

《 增 支 部 5.215

第一個疑點是《七處三觀 47 經》(也就是 C18)應屬「三法

經》。
C40

29

可列《雜阿含 725 經》為

經》。
C36

經》為「參考經典」。

無漢、巴對應經

經》。
C35

經》。

經》。

典。
C34

原 文 也 列 《 增 支 部 4.114

典。

153 經》。
C33

《 增 支 部 5.140

集」還是「四法集」？
《增支部 3.45 經》只列「布施、出家、孝事父母」三項，

《 增 支 部 5.216
經》。

漢譯經文明言為「四法」，列了「布施、不欺、孝事父母、法
行 道 」 。 哈里 森 敘 述 漢譯 多 了 「 non-violence 不 暴 力 」 ( 不 害

40

《增壹阿含 27.9 經》(CBETA, T02, no. 125, p. 646, b11-26)。

41

梵文殘片見 SHTV 103，此資訊為 Rod Bucknell 提供。

42

《本事經》(CBETA, T17, no. 765, p. 662, c12-p. 663,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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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iṃsā)，其實漢譯經文為「不欺」。而巴利偈頌確實也提到

《七處三觀 13 經》明確提到「四」，似乎應屬「四法

「不害 ahiṃsā」：「智者囑咐布施，不害、自制、馴服，孝敬

集」。經文為：「何等為四？一者父母妻子，二者兒客奴婢，

自己父母，亦侍奉梵行者，如是一切諸行，乃智者所憑藉，具

三者知識親屬交友，四者王、天王鬼神、沙門婆羅門。」

見的諸聖者，以此通達聖域。」

43

《七處三觀 47 經》的偈頌為：「自知有布施，不欺、制
意、自守，亦孝父母有守行，是事一切為黠者行，如是可見成

47

但是對應的《增支部 5.42 經》列的是善男子善護五種人：
一者父母，二者妻子，三者奴隸僕婢，四者朋友親屬，五者沙
門婆羅門。

44

48

筆者認為，《七處三觀 13 經》「若賢者家中居法行侵四家

就，便世間得淨願」， 雖然與巴利經文稍有出入，仍可辨認出

得歡喜」，應為「若賢者家中居法行、不侵，四家得歡喜」，

兩者是同一偈頌。
菩提比丘認為巴利偈頌「不害、自制、馴服」應被理解為
「出家所行」而意指「出家」。

經文在「侵」字之前脫落一「不」字。

45

49

檢視《七處三觀 13 經》的偈頌：「父母亦監，沙門亦婆羅

雖然筆者認為，應以共有的偈頌為判斷準則，所以是「布

門，天祠亦爾，居家信祠，若干人故，能事持戒親屬，亦彼人

施、不害、侍奉父母與梵行者」三法，而將「不害、自制、馴

見在生者，亦不犯天王親屬，亦自身一切人亦受恩。如是居黠

46

50

服」當作意指「出家」。 但是，如果此經在此處沒有錯譯或抄

生，是間善行得豪，亦名聞現世，無有說盡，後世上天。」 經

寫訛誤的話，顯示漢譯的傳承與巴利文獻不同。

文與偈頌均提到「天祠」、「天王鬼神」，與巴利經文不同。
雖然《七處三觀 13 經》與巴利《增支部 5.42 經》如此相

第二個疑點是《七處三觀 13 經》(也就是 C28)應屬「四法
集」還是「五法集」？

近，而被判定為「對應經典」；但是，漢譯屬於「四法集」，
而巴利《增支部 5.42 經》卻屬於「五法集」。

43

AN 3.45, A i 151. Nyanaponika & Bodhi (1999), pp. 55, ‘The wise prescribe
giving, /Harmlessness, self-control and taming, /Service to one’s dear parents

47

《七處三觀 13 經》(CBETA, T02, no. 150A, p. 877, c26-29)。

/And to those who live the holy life./These are the kinds of deeds /To which

48

AN 5.42, A iii 46.

the wise person resorts, The noble one, possessed of vision, /Passes to an

49

《七處三觀 13 經》「若賢者家中居法行侵四家得歡喜」(CBETA, T02, no.

auspicious world. ’此處‘ harmlessness’為‘不害 ahiṃsā’的英譯。
44

《七處三觀經》(CBETA, T02, no. 150A, p. 883, a4-7)。

45

Nyanaponika & Bodhi (1999), pp. 283, note 21.

46

請參考 Nyanaponika & Bodhi (1999)，54-55 頁與 283 頁。

150A, p. 877, c26-27)；筆者推測「居法行不侵」相當於巴利「dhamme
ṭhitaṃ na vijahati 住立於法不捨棄」，「不侵」為相當於「na vijahati」
的對應譯語。
50

《七處三觀 13 經》(CBETA, T02, no. 150A, p. 877, c25-p. 878,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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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應該尊重此一漢譯經典的背誦傳統，將《七處三

序就必須將《七處三觀 13 經》與《七處三觀 14 經》的次序前

觀 47 經》與《七處三觀 13 經》列屬「四法集」，而無需跟隨

後對調。如果經文未帶有「法數」的《七處三觀 14 經》被判為

巴利對應經典更改其「法數」。

「二法集」，整個次序甚至會變動得更大。
哈里森將《七處三觀 30 經》(《佛說積骨經》)置於《七處

第三個疑點是《七處三觀 14 經》(也就是 C29)應屬「四法
集」還是「二法集」？

三觀 29 經》(相當於〈九法集〉之一經)之後，而將《七處三觀

《七處三觀 14 經》的對應經典為《增支部 4.70 經》與

31 經》(《佛說九橫經》)置於《七處三觀 1 經》之後、《七處

《增一阿含 17.11 經》。《增一阿含 17.11 經》在相當於「二法

三觀 32 經》之前，其用意在提出一個「經文錯置」的順序。筆

集」的位置，筆者認為法數「二法」是指「非法」與「正

者以為，現存「《七處三觀經》(T150A)」的編者收入《佛說九

法」。《增支部 4.70 經》當然是位於「四法集」，法數「四

橫經》的本意可能是因為「法數」為「九」的考量，因此，無

法」應該是指能行正法或非法的「國王、王子、大臣、平

須為了要「擬出」各版藏經演化的次序而將《佛說九橫經》編

民」。哈里森指此經「法數」為「五法」，意指「ill-favoured,

在《七處三觀 1 經》之後。筆者認為應將此經排於《七處三觀

weak, sickly, short-lived and poor」(少色、少力、多病、少命、少

29 經》(C44)之後，而將《七處三觀 30 經》(《佛說積骨經》)列

豪)。

51

於最後一經。也就是說，次序是「ACBD」而不是「ABCD」。

52

筆者不贊同這個意見，《七處三觀 14 經》應屬「四法
集」，意指「日月不正行、星宿亦不正行、時歲不正、漏刻時

三、《七處三觀經》的譯者
哈里森的論文指出，《七處三觀經》(150A)的核心之外，

不正」而與《增支部 4.70 經》的經名「Adhammika 不正法」呼
應，如此，也更確立了《七處三觀 14 經》位於「四法集」。
《七處三觀 13 經》與《七處三觀 47 經》的例子顯示，依

有三部「應為《雜阿含經》」而且帶有「經題」的經混入於內
(意指《積骨經》、《九橫經》與《七處三觀 1 經》)。

53

照增一原則結集的漢、巴對應經典，有時會分別歸屬於不同
「法集」。

52

我們可以看出，如果將《七處三觀 13 經》(C28)依巴利對

哈里森也提到《九橫經》殿後的可能性，請參考 Harrison (1997), pp. 267,
line 24-26: “Although some of the catalogues assign it to Sa ṃ yukt ā gama , it

應經典《增支部 5.42 經》而判定為「五法集」，則「新」的經

may also have been an Ekottarik ā gama text, in the Navaka-nipāta, in which
case it may be better placed at the end of our collection. 雖然有些經錄把它當

51

作是「雜阿含」之一，它也有可能是「增一阿含」〈九法集〉的一經，

Harrison (1997), pp. 273。兩位評審老師之一認為應該是屬〈五法集〉，

在此情況之下，《九橫經》就要擺在本經之末會比較妥當”。

《七處三觀 14 經》卷 1：「少色、少力、多病、少命、少豪…少色、少
力、多病、少命、少豪」(CBETA, T02, no. 150A, p. 878, a18-20)。

53

Harrison (1997), pp.265: ‘The relatively simple scissors-and-past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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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巨贊法師已有相同的意見：「現行本《七處三
觀經》共四十七經，其中第一經才是這裡所說的《七處三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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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的三十四部經論之中，甚至也未被附註如「似(安)世高撰也」
的評語。

57

經》。又除了第三十的《積骨經》，第三十一的《九橫經》，

值得注意的是《出三藏記集》〈新集安公古異經錄〉錄有

其餘四十四經，就是《雜經四十四篇》。所以現行的《七處三

「《說人自說人骨不知腐經》一卷」，是標為「古異」而未著

觀經》，名實不符，是被前人混亂了的本子。」

54

此一主張，筆者除了不贊同所謂的「四十四部經」就是

58

錄譯者。 這一部經與前後的「古異」經對應，位置相當於單卷
本《雜阿含 11 經》，請參考＜表二＞

55

《雜經四十四篇》之外， 基本上贊成《七處三觀經》、《積骨
經》與《九橫經》只是單經，被編入「合集」而成為 T150A
＜表二＞單卷本《雜阿含經》與〈新集安公古異經錄〉經

《七處三觀經》，原先《道安錄》著錄為安世高譯的《七處三
觀經》只是現存的《七處三觀 1 經》。
以下依次探討《積骨經》、《九橫經》、「四十四部經」
與《七處三觀 1 經》以及譯者是否為安世高的議題。

名的對照表
經號(單卷本《雜

內容(單卷本《雜

經名(新集安公古異經

阿含經》)

阿含經》)

錄)

1

佛亦犁亦種，佛

佛在拘薩國經

3.1 《積骨經》
《出三藏記集》〈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錄有「《積骨

在拘薩國
2

生聞披羅門經

56

經》一卷」， 這是佚失譯人姓名，並未包含在登錄為安世高所

生聞披羅門經一卷(舊
錄云生聞梵志經)

3

有袞[阿-可+(曷-人

有袞竭經

+ 乂 )] 闍 壯 年 婆 羅
門

sketched above also enables us to separate out three supposedly
Saṃyuktāgama texts which have been mixed up with the core of the

4

巨贊法師 (1959)，153 頁，註 6。林屋友次郎 (1937)與呂澂(1991)也有同樣
的主張。

55

57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 28, b21)。

《出三藏記集》卷 2：「右三十四部，凡四十卷。漢桓帝時，安息國沙門安
世高所譯出。其《四諦》、《口解》、《十四意》、《九十八結》，安

在本文〈3.4 「四十四部經」與《雜經四十四篇》〉的章節會探討「四十

公云：『似世高撰也』。」(CBETA, T55, no. 2145, p. 6, b4-6)。

四部經」是否就是《雜經四十四篇》的議題。
56

佛在優墮國經

墮羅國

collection’.
54

四意止，佛在優

58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 16, b17)。

《七處三觀經》的結構與譯者

119

5

自梵

是時自梵守經

6

治生有三方便

有三方便經(舊錄云三
方便經)

7

婆羅門名為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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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諸不聞者，不聞

不聞者類相聚經一卷

俱相類相聚

(舊錄云類相聚經)

天上釋為故世在

天上釋為故世在人中

人中

經

22

以爪甲頭取土

爪頭土經

21

披羅門不信重經

重
8

佛告舍利弗

佛告舍日經

23

身為無有反復

身為無有反復經

9

觀身

---

24

師子畜生王

師子畜生王經

10

四婦

《出三藏記集》卷 4：

25

阿遬輪子婆羅門

阿須倫子披羅門經

「四婦因緣經一卷(舊

26

婆羅門子名不侵

披羅門子名不侵經

錄 所 載 ) 」 (CBETA,
11
12

行

T55, no. 2145, p. 34, c4)

---

取其骨藏之，不

說人自說人骨不知腐

27

腐不消不滅

經

色，比丘念本起

色比丘念本起經

惡從何所起，善

如將單卷本《雜阿含 11 經》與《七處三觀 30 經》的經文
佛說善惡意經

從何所起
14
15

四意止
比丘一法，為一

佛說七處三觀經
(經題)

苦
13

署杜乘披羅門經

並列比對，會發現兩者的經文幾乎完全一樣，請參考＜附錄三
＞。

四意止經一卷(舊錄云

不管單卷本《雜阿含 11 經》是《出三藏記集》著錄的失譯

四意止本行經)

「《積骨經》一卷」或是古異經的「《說人自說人骨不知腐

比丘一法相經

經》一卷」，都未被認為是安世高的譯經。
其次，《七處三觀 30 經》的經文不但未包含「法數」，從

法相
16

有二力

有二力本經

對應經典來看，此經的對應經典有《雜阿含 947 經》、《別譯

17

有三力

有三力經

雜阿含 340 經》、《相應部 15.10 經》與單卷本《雜阿含 11

18

有四力

有四力經

經》，與其稱為「另一種版本的《增一阿含》」，不如認作是

19

人有五力

人有五力經

出自「雜阿含、相應部」的經典。僧祐《出三藏記集》引《道

《七處三觀經》的結構與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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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九橫經》
與列為失譯的《積骨經》不同，《出三藏記集》將《九橫

自說人骨不知腐經》一卷(安公云：『上四十五經出《雜阿
含》。』」

59

經》列為安世高的三十四部譯典之一，而且緊接在《七處三觀

我們從文體的比較來看，《七處三觀 30 經》經文：「佛告
比丘：『人一劫中合會其骨與須彌山等，我故現其本因緣。比

經》之後，其後隔著一部《八正道經》，接下來就是《雜經四
十四篇》。

但是，《七處三觀 31 經》(《佛說九橫經》)在現存的「尼

丘！若曹皆當拔其本根，去離本惡，用是故不復生死，不復生
60

62

死，便得度世泥洹道。」』 除了「若曹」的用詞較古之外，文

柯耶、阿含」經典中，既不見漢、巴對應經典，提到「九橫」

句相當通暢，與《七處三觀 1 經》和《七處三觀 11 經》的經文

的經典也僅限於《藥師經》相關的「藥師」三經(兩類經的九橫

61

63

相比較， 《七處三觀 1 經》與《七處三觀 11 經》的譯文顯得

項目差異甚大)， 將此經判為「雜阿含」或「相應部」經典，

比《七處三觀 30 經》艱澀不通暢，不像是同一翻譯團隊的譯

也頗令人懷疑。
此經的體例也特別不同，經文後段先有「諸比丘聞佛語，

文。如果將此三經都列作是安世高的譯經，就必須解釋為何同

64

一團隊的翻譯，文體差異較大，不像五十卷本《雜阿含經》的

歡喜作禮」的經末結語，《七處三觀 31 經》似乎在此結束。

風格相當一致。

接下來細說「九橫」，又有另一不同形式的經末結語：「佛說
如是，皆歡喜受」。

65

這樣的述說方式有點像前半段是「略

說」，後半段是「廣說」，獨立的兩經在翻譯時卻被併為一

59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 15, b21-p. 16, b17)，僧祐認為「四

62

十五」應作「二十五」。
60

《七處三觀 30 經》(CBETA, T02, no. 150A, p. 880, b15-18)。

61

《七處三觀 1 經》「佛言：『比丘！七處為知，三處為觀，疾為在道法脫
結，無有結，意脫從黠得法，已見法自證道，受生盡行道意，作可作，

《出三藏記集》卷 2：「《七處三觀經》二卷。《九橫經》一卷。《八正道
經》一卷。(安公云：上三經出雜阿含)《雜經四十四篇》二卷(安公云：
『出增一阿鋡。』既不標名，未詳何經，今闕。)」(CBETA, T55, no.
2145, p. 6, a10-13)。

63

此處「三經」意指：《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CBETA, T14, no. 449, p. 404,

不復來還。』」(CBETA, T02, no. 150A, p. 875, b9-12)。《七處三觀 11

a25-b7)、《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CBETA, T14, no. 450, p. 408,

經》「佛便告比丘：『有四舍。何等為四？一者為舍舍，二為守舍，三

a4-17)、《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 (CBETA, T14, no. 451, p. 416,
a19-b3)。

為護舍，四為行舍。何等為舍舍者？念來不受、不聲，舍曉離遠，若以
瞋恚亦從欺不聲，舍曉離遠，是名為舍舍。」(CBETA, T02, no. 150A, p.

64

《七處三觀 31 經》(CBETA, T02, no. 150A, p. 880, b27)。

877, b28-c2)。

65

《七處三觀 31 經》 (CBETA, T02, no. 150A, p. 881,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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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也有可能後半段是註釋，傳誦或書寫時將註釋併入經文，

後半段的解說，《九橫經》(T150B) 在各項之前有從一到

最後又安了一個「經末結語」。《七處三觀 31 經》的體裁與其

九的項次，《七處三觀 31 經》則無。如同單卷本《雜阿含 27

他 46 經完全不同。

經》與《七處三觀 1 經》，雖是源自同一原始譯本，卻有各自

另外，「九橫」的第八項「入里不時不如法行」，《七處

的抄錄譜系，有些疏失訛誤並未相互承襲。《九橫經》(T150B)
與《七處三觀 31 經》也有同源而各自成為獨立的傳抄譜系的現

三觀 31 經》與《九橫經》(T150B)不同。

象。
《七處三觀 31 經》：「何等為入里不時者？名為冥行，亦

關於《七處三觀 31 經》出現「佛說如是，皆歡喜受」的結

里有譊譊諍時行，亦遇縣官長吏出追捕，不避不可避行者，

語，而《九橫經》(T150B)則無，這可能有兩種狀況：一是，

入里妄入他家舍中，妄見不可見，妄聽不可聽，妄犯不可

《 七 處 三觀 31 經 》 正 確 ， 原 譯文 有 此 句 ，或 者 《 九 橫經 》

犯，妄說不可說，妄憂不可憂，妄索不可索，是名為入里不

(T150B)抄錄時遺漏，或者抄寫者認為「一經兩個結語」不合

時不如法行。」(CBETA 標點)

適，而蓄意刪除。另一種狀況是，《七處三觀 31 經》抄寫時，

66

誤增此八字。目前似乎難以判定出自那種情況。
筆者認為「不避不可避行者」，「不避」應屬上句，而在

哈里森在文中寫道：「此經也可能是《增一阿含》的〈九

「亦遇縣官長吏出追捕不避」斷開、句讀，「不可避行者」為

法品〉，如此認定的話，此經就該列於全經的最後一經。」 似

抄寫訛誤，校勘上屬於「涉下文而誤」，應作「不如法行

乎，哈里森也還未拿定主意是否將《七處三觀 31 經》(《九橫

者」。在《九橫經》(T150B)並未發生此一失誤：

經》)當作「雜阿含」還是「增一阿含」。

68

筆者認為，如果只要出現「法數」就列入「增一阿含」或
「八、為入里不時者，名為冥行，亦里有諍時行，亦里有

「增支部」，那麼會有不少《雜阿含》、《相應部》或《中阿

縣官長吏追捕不避，不如法行者，入里妄入他家舍中，妄

含》、《中部》帶有「法數」的經會被誤列作「增一阿含」或

見不可見，妄聽不可聽，妄犯不可犯，妄說不可說，妄憂

「增支部」，顯然，這樣的判斷標準也是不合情理，只能當作

不可憂，妄索不可索。」（《九橫經(T150B)》)

67

一種「猜測」罷了。

68

Harrison (1997), pp.267: ‘…it may also have been an Ekottarikāgama text, in

66

《七處三觀 31 經》(CBETA, T02, no. 150A, p. 880, c19-24)。

the Navaka-nipāta, in which case it may be better placed at the end of our

67

《九橫經》(T150B) (CBETA, T02, no. 150B, p. 883, b8-12)。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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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經一卷(供城二十四紙，蒲州二十一紙)」

或許，我們更應作截然不同的考量：既然巴利文獻、漢譯

71

四阿含與「聲聞部」律典都未提及「九橫」這一「名相」，有
可能此一《九橫經》並未列於「阿含、尼柯耶」與「律典」之

單卷本《雜阿含經》沒有經文佚失的記錄，《廣品歷章》

中，因而既不屬於「增一、增支」，也不屬於「雜、相應」的

登錄此經為「蒲州紙二十一紙」，而《七處三觀經》是「蒲州

結集原則。也就是說，這是後起的經典，既非出自「雜阿

紙十七紙」。今本《磧砂藏》的單卷本《雜阿含經》總共有 19

含」，也不是出自「增一阿含」。

欄，依照比例計算，在《磧砂藏》應該會有十五欄的篇幅，實
際計數《七處三觀經》共 47 經，有 22 欄。如果扣除今本《高

3.3 《三方便經》與《地獄讚經》
檢閱古代經錄，最早記錄《七處三觀經》的經數是《開元

麗藏》所無的《七處三觀 31-47 經》(共 7 欄)，則只剩下 15
欄，完全符合預估的欄數。這則簡單的算術顯示，很有可能
《廣品歷章》紀錄的單卷本《七處三觀經》和《開元釋教錄》

釋教錄》的三十經：

所見到的樣貌相同，是 30 經的版本，這一「缺本」至少在唐玄
「《七處三觀經》一卷(出《雜阿含》中，首末總三十經，

宗時期就已經存在，而成為主要的版本。
討論「四十四部經」是否為《雜經四十四篇》時，我們必

從初標名故也。或二卷。元嘉元年出，見朱士行《漢錄》及
《僧祐錄》)。」

69

需提醒自己一件事：「《大正藏》所收的古代經錄只記載過
《七處三觀經》有 30 經，而從未記載過此經含 47 經」。此一

從 《 廣 品 歷章 》 用 紙 數量 的 記 載 ，推 算 起 來 也是 「 三 十
經」。唐玄宗時期的玄逸《廣品歷章》的記錄為：

事實不是說古代僅有 30 經的《七處三觀經》，而是說，宋代以
前的經錄從未明確記錄過 47 經的《七處三觀經》。
在《廣品歷章》與《開元釋教錄》之前，是否《七處三觀

「七處三觀經一卷(或二卷，《積骨經》在中，「供城」十
九紙，「蒲州」十七紙。)」

70

經》有一版本即相當於今版的 47 經版本，已無從知曉。但是，
可能《七處三觀經》出現過與今版 47 經的不同版本，也就是
說，有一版本的《七處三觀經》包含了今版所無的《三方便

69

《開元釋教錄》(CBETA, T55, no. 2154, p. 479, c16-17)。

70

《大唐開元釋教廣品歷章》卷 19：「七處三觀經一卷(或二卷，《積骨經》

經》與《地獄讚經》。
如《眾經目錄》(《法經錄》)的著錄：

在中，『供城』十九紙，『蒲州』十七紙。)」(CBETA, A098, no. 1276,
p. 402, a7-8)。『供城紙』與『蒲州紙』，請參考方廣錩(2006)，479
頁。

71

《大唐開元釋教廣品歷章》(CBETA, A098, no. 1276, p. 402, a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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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三方便經》一卷。

說「治生有三方便」。 如此一來，這一版本的《七處三觀經》

《積骨經》一卷。

就有三經也出現在單卷本《雜阿含經》之中。

至於《地獄讚經》，《法經錄》提到此一經文之後另有

《地獄讚經》一卷(經後別有地獄讚，非此經類)。
右三經出《七處三觀經》。」

72

75

「地獄讚」，與《七處三觀經》所收的經不同型態(或者，體裁
不同？)，法經似乎是親見此經。除了經錄之外，筆者無法查到
其他與此一《地獄讚經》或此「地獄讚」相關的漢譯佛教文

《開元釋教錄》也與《法經錄》相同：

獻。
如果今本《七處三觀經》是出自此一《法經錄》著錄的

「《三方便經》一卷。

《七處三觀經》，則代表原先的《七處三觀經》有 49 經，而不

《積骨經》一卷。
《地獄讚經》一卷(經後別有《地獄讚》，非此經出，勘

而不是 44 經。

本不同，未詳所以。)
《三方便》下三經，並出《七處三觀經》。」

是 47 經，那麼扣除前後帶有經題的三經，剩下的就是 46 經，

73

如果兩者是各自獨立的版本，則必須解答各本經錄為何未
登錄有兩本「經數不同」的《七處三觀經》。

《出三藏記集》的著錄並未提及《三方便經》出自《七處
三觀經》，自《法經錄》起才有此記載。這有可能是出自《出

3.4 「四十四部經」與《雜經四十四篇》

三藏記集》以後的經錄(如《法上錄》或《寶唱錄》)，或者是法

今本《七處三觀經》(T150A)扣除帶有「經題」的第一、第

經本人的註記。參考前文所引的＜表二＞(位於〈3.1 《 積骨

三十、第三十一經之後為四十四經，數目剛好與《雜經四十四

經》〉)，《三方便經》相當於單卷本《雜阿含 6 經》，經文解

篇》的篇數相同。
哈里森的說辭是「一旦我們將『頭、尾』(暫且如此稱呼)

72

《眾經目錄》(CBETA, T55, no. 2146, p. 137, a19-22)，另兩本同名的《眾經
目錄》(T2147, T2148)的登錄也相同。

73

《開元釋教錄》(CBETA, T55, no. 2154, p. 658, a14-17)。《貞元新定釋教

的三部經擺在一旁，只剩下一整體的四十四部經，其中沒有任
何經帶有經題(哈里森所稱的 C)。不管經文的短長，每一部經都
是完整的，帶有『本事 nid āna 』(全部都設定在舍衛城祇樹給孤

目錄》(CBETA, T55, no. 2157, p. 995, b25)與《開元釋教錄》的登錄相
同。此處《開元釋教錄》引文「經後別有《地獄讚》，非此經出，勘本

74

單卷本《雜阿含 6 經》(CBETA, T02, no. 101, p. 494, c22)。

不同，未詳所以」，《大正藏》無「非」字，依宋、元、明藏改，《大

75

這三部經是單卷本《雜阿含 6 經》(《三方便經》)、《雜阿含 11 經》(《積

正藏》《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亦有此「非」字。

骨經》)與《雜阿含 27 經》(《七處三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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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園)與結語，也常有安世高標準風格的譯成『長行』的『偈
頌』。」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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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部經」也是如此。二、《雜經四十四篇》登錄為安世
高所譯，此「四十四部經」屬於安世高所譯的《七處三觀經》

依據古經錄，《出三藏記集》登錄：「《雜經四十四篇》
二卷，(安公云『出增一阿鋡』，既不標名，未詳何經，今

(T150A)中。三、此「四十四部經」有十五部經含「從後說絕」
的譯詞，同時將偈頌譯成長行，安世高的翻譯風格也是如此。

77

80

闕)。」 所以，梁朝僧祐只見到《道安錄》的記載，既未見到

如同筆者在〈從後說絕〉一文指出的，單卷本《雜阿含

此書，也未見到「四十四篇」各經的經名。隋費長房《歷代三

經》尚不足以判定是安世高所譯，而「從後說絕」的譯詞與

寶紀》與唐智昇《開元釋教錄》的記錄顯然是照抄《出三藏記

「從後說絕」之後「將偈頌譯成長行」雖可作為「安世高譯

78

81

集》的文字。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與玄逸《廣品歷章》也未

文」的論證之一，但是也必須回應更多的反證。 也就是說，僅

登錄此經，可見此經是僧祐著錄時就遺佚了，以後也未再出

憑「從後說絕」譯文的「孤證」，並不足以證實某一譯經是安

現。

79

世高所譯。
筆者反對將此「四十四經」歸屬為「安世高所譯的《雜經

針對呂澂、巨贊法師與哈里森「此『四十四部經』就是
《雜經四十四篇》」的推論，其實有兩個層面要考量：「此

四十四篇》」，主要理由有八，以下依次說明：

『四十四部經』是否為安世高所譯」與「此「四十四部經」是

1. 譯文通暢程度不一。

否為《雜經四十四篇》」。

2. 譯文的「序分」與「結語」不一致。
3. 部分佛教名相的譯詞並不一致。

支持此「四十四部經」的譯者為安世高的主要理有三：

4. 有 一 經 在 「 從 後 說 絕 」 之 後 將 偈 頌 翻 譯 成 『 四 言 四

一、《雜經四十四篇》為四十四部「增一阿含」形式的經，此

句』。
76

5. 《 七 處 三 觀 經 》 扣 除 掉 《 七 處 三 觀 1 經 》 、 《 積 骨

此處「本事 nid ā na 」指的是每部經的說經地點，相當於漢譯佛經所稱的

經》、《九橫經》，不一定就是「四十四經」。

「序分」。「結語」，原文的用語是 closing phrases，相當於漢譯佛經所

6. 經名《雜經四十四篇》。

稱的「流通分」。
77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 6, a13-14)。

78

《歷代三寶紀》「《雜四十四篇經》二卷，(或云《雜經四十四篇》，既不
顯名，未知何經。道安云『出增一阿含』，祐錄載)。」(CBETA, T49,

7. 對今本《七處三觀經》(T150A)了解不足。
80

no. 2034, p. 50, a26-27)，《開元釋教錄》的登錄也是文字幾乎完全相同
(CBETA, T55, no. 2154, p. 480, b22-24)。
79

《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8, p. 311, a)。

此十五部經的經號為：2-3(C11-12), 4-7(C19-22), 11-13(C26-28), 1516(C30-31), 28(C43), 43-44(C14-15), 47(C18)。

81

請參考蘇錦坤 (2010b), 72-91 頁：〈七、單卷本《雜阿含經》是否出自安
世高所譯〉。

《七處三觀經》的結構與譯者

131

132 正觀第六十二期/二Ο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8. 方法上的疑慮。

41, 43, 44
笨拙而難

第一點：「譯文通暢程度不一」。筆者將《七處三觀經》
(T150A)各部經依照文體的通暢程度分別判讀為「漢語風格、笨
82

拙但可讀、笨拙而難以辨讀、混亂而無法辨讀」四類， 請參考

1, 27, 29, 42, 46, 47

6

13, 18, 21, 23

4

以辨讀
混亂而無
法辨讀

＜表三＞。
文體流暢程度的判讀來自主觀的判斷，缺乏客觀的判定標
準，即使如此，仍然可以讀出第一類「漢語風格」與第四類

＜表四＞經文之間的文體差異
經號

「混亂而無法辨讀」之間譯文的差異。請參考＜表四＞，從例
句閱讀經文之間的文體差異

《七處三觀 3

《 七 處 三 觀 13

《 七 處 三 觀 45

經》

經》

經》

摘 錄

無 有 眼 亦 一 父母亦監沙門亦婆

是比丘三大病、

經文

眼，但當遠莫

羅門，天祠亦爾，

是三大藥。如

體，因此較合理的解釋是，這些經典來自數個不同的翻譯團

近，黠人但當

居家信祠，若干人

是，人亦有三病

隊。

校計兩眼，兩

故，能事持戒親

共生共居道德法

眼 第 一 ， 今 屬，亦彼人見在生

見說，何等為

同一組團隊翻譯的經文應該不會出現四種差異極大的文

＜表三＞

《七處三觀經》文體的通暢程度

世、後世。

83

者。

84

三？一者欲，二

翻譯文體

《七處三觀經》(T150A)的經

此一通暢

者恚，三者癡。

通暢度的

號

程度的總

是比丘三大病有

經數

三大藥，欲比丘

16

大病者，惡露觀

分類
漢語風格

6, 8, 9, 10, 11, 12, 16, 19, 20,
24, 25, 30, 31, 36, 37, 45

笨拙但可

2, 3, 4, 5, 7, 14, 15, 17, 22, 26,

讀

28, 32, 33, 34, 35, 38, 39, 40,

82

思惟大藥，恚大
21

病，等慈行大
藥，癡大病，從

自拙法師(2001)對單卷本《雜阿含經》(T101)作此文體判別(15 頁)。筆者承
襲此一分類作文體流暢度的判定。原表為英文，如有誤譯，應為筆者的文

83

《七處三觀 3 經》(CBETA, T02, no. 150A, p. 881, c1-2)。

責。

84

《七處三觀 13 經》(CBETA, T02, no. 150A, p. 878,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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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因緣生觀大

左冠明提到「佛說如是，弟子歡喜受行」是安世高譯經結

藥，是比丘三大

語的「常用形式」。 雖然尚無足夠的研究可以達到類似「安世

病者三藥。
文 體

笨拙但可讀

混亂而無法辨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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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漢語風格

88

高譯經結語」的結論，不過，在此「四十四部經」有多種不同
的結語，筆者認為其成因可能是譯自不同的翻譯團隊。

通 暢
＜表五 《七處三觀經》(T150A)全部 47 經的「序分」與「結

度

語」的譯詞
(S: 代表「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

第二點：譯文的「序分」與「結語」不一致，請參考＜表

的序分。)

五＞。

(Ｗ：代表「佛說如是」的「結語」。)

「序分」不同的有三部經，「結語」不同的多達十一部。
值得注意的是《七處三觀 1 經》與《七處三觀 30 經》(《積骨
經》)的「序分」與眾不同。在經末結語方面，不僅第六、第四

哈里森

《大正

序

結

十一經缺少結語，第十一經的「佛說如是，弟子起禮佛受

所擬的

藏》經

分

語

行」、第二十六經的「弟子聞可意受」、第三十一經的「佛說

經次

號

如是，皆歡喜受」與「諸比丘聞佛語，歡喜作禮」兩段結語

A

1

附註

序分比 S 少了「行在」兩字。

等，也都十分獨特。如果以《人本欲生經》與標題為《七處三

結語為「佛說如是，比丘歡喜

觀經》的單卷本《雜阿含 27 經》作為安世高的譯經格式，《人

受行」。

89

本欲生經》的結語是「佛說如是，阿難受行」； 86單卷本《雜阿
87

含 27 經》是「佛說如是，比丘歡喜受行」。 這兩處結語與

88

《七處三觀經》的第十一經、第二十六經、第三十一經相比，

左冠明 Zacchetti(2010b), pp. 265, line 24-25:‘However, the end of this sūtra is
clearly marked by the usual concluding formula (佛說如是，弟子歡喜受行)

不像是同一組團隊所翻譯的「結語」。

on cols 384-385‘.
89

《大正藏》的「正文」與《高麗藏》《七處三觀 1 經》作「歡喜受行」，宋、
元、明版藏經《七處三觀 1 經》作「歡喜奉行」。《磧砂藏》與《趙城金藏》

85
86
87

《七處三觀 45 經》(CBETA, T02, no. 150A, p. 882, a17-22)。

單卷本《雜阿含 27 經》作「歡喜受」，兩者均少一「行」字。《磧砂藏》(19

《人本欲生經》(CBETA, T33, no. 1693, p. 9, a28-29)。

冊，經，85 頁上欄 9 行)、《洪武南藏》(106 冊，228 頁下欄 9 行)與《永樂北

單卷本《雜阿含 27 經》(CBETA, T02, no. 101, p. 499, b28-29)。

藏》的《四願經》「抄文」均作「歡欣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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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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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為「佛說如是，皆歡喜

C29

14

S

結語作「佛說教如是」。‘

受」。結語之前另有「諸比丘

C30

15

S

結語，《大正藏》作「佛說如

聞佛語，歡喜作禮」。
C1-C9

32-40

S

C10

41

S

C11-

2-3

S

元、明藏作「佛說如是，比丘

W

受歡喜」。

無結語
C31-

W

16-25

S

26

S

W

C40

C12
C13

42

S

C14

43

S

C41

W

44-47

S

結語作「弟子聞可意受」，缺
「佛說如是」。

結語為「時佛說如是」，宋、
元、明版作「時佛如是說」。

C15-

是，比丘受行歡喜」；宋、

W

C42

27

S

C43

28

S

W
結語作「時佛說如是」，其後
還有「瘡有八輩：一為疑瘡，

C18
C19-

4-5

S

二為愛瘡，三為貪瘡，四為瞋

W

恚瘡，五為癡瘡，六為憍慢

C20
C21
C22-

6
7-8

S
S

「從後說絕」之後脫去偈頌，

瘡，七為邪瘡，八為生死瘡」

無結語。

等四十字，依形式而言，與
「內攝頌」類似。

W
C44

C23
C24

9

W

10

S

C26

11

S

C28

12-13

S

D

30

W

序分作「聞如是，一時佛在王
舍國雞山中」。經文在「序

結語作「佛說如是，弟子起禮
W

結語作「佛說如是，比丘受行
歡喜」。

W
佛受行」。

C27-

S

宋元明藏是標準形式，《大正
藏》缺「行在」兩字。

C25

29

90

90

「內攝頌」請參考蘇錦坤(2009b)，99-100 頁。「攝頌」、「內攝頌」、「重頌」
的差別，依體例來說，「重頌」是在單一經中「重宣此義」，這一首「頌」應
該位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定型句之前；「攝頌」是含攝「十經之
文」，「內攝頌」則是含攝「一經之文」，兩者均在此定型句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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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已有名色便為六入。已有六

分」之後為「便告比丘」，
《七處三觀經》(T150A)其他各

入便為栽。已有栽便為痛。已有痛便為愛。」

95

經大都作「佛便告比丘」。對

《佛般泥洹經》：「知是人本從癡故，從癡為行，從行為

應 經 典 《 雜 阿 含 947 經 》 與

識，從識為字色，從字色為六入，從六入為栽，從栽為痛，從

《別譯雜阿含 340 經》經文都

痛為愛，從愛為求，從求為有，從有為生，從生為老死，憂悲

敘述「佛住王舍城毘富羅

苦不如意惱。」

《佛說阿含正行經》：「但墮十二因緣，便有生死。何等

山」，《相應部 15.10 經》則在
王舍城耆闍崛山(Gijjhakūṭa)。

96

十二？一者本為癡，二者行，三者識，四者字，五者六入，六
者栽，七者痛，八者愛，九者受，十者有，十一者生，十二者

第三點，有些譯詞並不一致。譬如，《七處三觀 5 經》

死。」

97

依據《出三藏記集》，《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為安世高

91

「賢者八種行」， 相當於漢譯的「八正道、八聖道、賢聖八
道、八支聖道」， 但是在《七處三觀 1 經》僅譯為「八行」，

譯經的第三十一部，《阿含正行經》列作「失譯經」，但是

並未出現「賢」字或「聖」字。

《房山石經》、《磧砂藏》、《高麗經》在「經題之下、經文

92

又如《七處三觀 16 經》：「色、聲、香、味、細滑、自

之前」均題為安世高譯。
登錄為安世高譯經，而把「觸」譯作「細滑」的有《佛說

93

意」 ，相當於《中阿含 136 經》與《雜阿含 198 經》的「色、
94

聲、香、味、觸、法」。 在《七處三觀 1 經》「觸」是譯作

98

99

法受塵經》、 《普法義經》、 《佛說罵意經》。

100

「栽(裁)」。同樣將「觸」譯作「裁」或「栽」字的經典為：

91
92

93
94

《七處三觀 5 經》(CBETA, T02, no. 150A, p. 876, c29)。

香、味、觸、法。」(CBETA, T02, no. 99, p. 50, c21)。
95

《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CBETA, T25, no. 1508, p. 53, a29-b)。

1178 經》「賢聖八道」(CBETA, T02, no. 99, p. 318, a15)，《雜阿含 42 經》卷

96

白法祖譯《佛般泥洹經》(CBETA, T01, no. 5, p. 163, b11-15)。

2：「八聖道」(CBETA, T02, no. 99, p. 10, a16-17)，《中阿含 13 經》「八支聖

97

《佛說阿含正行經》(CBETA, T02, no. 151, p. 883, c8-12)。

道」(CBETA, T01, no. 26, p. 436, a4-5)。

98

《佛說法受塵經》(CBETA, T17, no. 792, p. 737, a7)，胡敕瑞(2005)以「佛典語言

例如，《雜阿含 123 經》「八正道」(CBETA, T02, no. 99, p. 40, b5)，《雜阿含

學」的立場論斷此經不是安世高的譯經。

《七處三觀 16 經》(CBETA, T02, no. 150A, p. 878, b14)。
《中阿含 136 經》「『色，聲、香、味、觸、法』是我、我有法」(CBETA,
T01, no. 26, p. 644, c24-25)與《雜阿含 198 經》「如是外入處，色、聲、

99
100

《普法義經》(CBETA, T01, no. 98, p. 924, a19)。
《佛說罵意經》(CBETA, T17, no. 732, p. 532, b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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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從後說絕」的譯詞與「經文將偈頌譯為長

後的另一篇論文主張古代經錄向來登錄為「佚失譯人名」的單

行」。早期譯經「將偈頌譯為長行」的現象不算少見，筆者在

卷本《雜阿含經》(T101)為安世高所譯，其中也是將單卷本《雜

〈從後說絕〉一文列舉了十個經例，說明有時《雜阿含經》為

阿含 9 經》、《雜阿含 10 經》列為例外來論斷譯者。那體慧

偈頌的經文，對應的《別譯雜阿含經》為長行，有時則剛好相

(Jan Nattier)同樣也是將此兩經除外來論斷譯者。

筆者反對這種處理方式，這些與兩位作者建議的結論不符

反過來。這並不是簡單一句「年代較晚的文本(口傳的或書寫的)
傾向於將長行轉為偈頌」所能解釋得通的。

101

104

的經文，不但不應該將之列為例外而去推斷其餘各經的譯者，

同時，《七處三觀 43 經》：「從後說絕：『欲見明者，當
102

反而更應該嚴肅考量這些例外所呈現的相貌而整體考量可能的

樂聞經，亦除垢慳，是名為信。』」 這是翻譯成「四言四句」

經典翻譯、傳抄、刪除、增編、合集等種種狀況。總之，將

的偈頌(更準確地說，應該是「整齊的句式」)的經典。所以，安

「異常」的數據列為「例外」而剔除不計，在任何學科都會冒

世高也有翻譯成「偈頌」的經典；從邏輯推論來說，就不能把

相當的風險。

筆者在探討單卷本《雜阿含經》譯者的論文列舉五點理

「偈頌譯為長行」當作是否為安世高譯經的判斷標準。
當然，哈里森的論文認為《七處三觀 43 經》是「例外」，
必定有後代的鈔經者或編經者修飾而成為今貌。

103

哈里森在稍

101

蘇錦坤(2010b)，66-72 頁：〈六、初期漢譯經典的偈頌翻譯〉。

102

《七處三觀 43 經》(CBETA, T02, no. 150A, p. 881, c27-29)。

103

Harrison (1997)，265 頁，頁底註 15：“An apparent exception to this rule
occurs at 881c28-29, where five four-character lines, introduced by the

105

由，主張僅僅「從後說絕」的譯詞，尚不足以判定此經為安世
106

高所譯。 從邏輯來看，在單卷本《雜阿含經》的「從後說絕」
為「四句四言經文」，最後的「佛說如是」，應該認定為「經末結
語」，而不是偈頌的一部分。
104

Harrison (2002), pp. 3, line 16-35; Nattier (2008), pp. 44, line 12-16.

105

匿名評審老師之一指出，「不允許將『例外』剔除」也不合理。筆者接

standard gāthā formula, are set out as verse. This is also the case in the

受匿名評審老師的指正，認為「一方面列出如將『例外』剔除，則會導

Jisha edition, but it must be the work of some copyist or editor: it is only

致『某某』結論。另一方面也應列出，如『例外』確實存在此經的結集

by chance that the lines are regular, and one of them in any case is the

之中，則會產生怎樣的相貌。這也代表包含此『例外』的經典在傳抄或

closing formula ‘Thus spoke the Buddha‘ (fo shuo ru shi 佛說如是) so

翻譯過程可能有怎樣的現象」。筆者還是認為，僅僅簡單陳述此為『例

reminiscent of the Itivuttaka.“(此規則的一處顯然例外，是出現在 881c2829 標準偈頌格式之後(從後說絕)的五句四言經文，《磧砂藏》也是與此

外』而逕予剔除，接著導入結論，在推論過程會誤導讀者。
106

此五項理由為 1. 道安法師未登錄作安世高的譯經。2. 經錄的記載。3. 單

相同。但是，這應該是出自抄經者或編經者(而不是出自原譯者)，這只是

卷本《雜阿含經》的翻譯風格不一致。4. 單卷本《雜阿含經》並未完全

恰巧字數相符，而最後一句「佛如是說」是「經末結語」，如《如是

把偈頌翻譯成長行。5. 單卷本《雜阿含經》各經「序分」、「經末結

語》的古老形式。)哈里森所說具偈頌形式的「五句四言經文」，應修正

語」與譯詞不一致。關於「從後說絕」的譯詞與「偈頌譯為長行」的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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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詞不足以判定譯者為安世高，也就不能以此項理由來論證

篇》不像是同一翻譯團隊所譯，而像是搜集零星散落的經典合

《七處三觀經》是安世高所譯。作此論斷時，不應該僅僅看到

為一經。

正面的書證(「從後說絕」之類的譯詞出現在著錄為安世高所譯
第七點，對今本《七處三觀經》(T150A)了解不足。不可諱

的經典之中)，也應檢討反面的論證(譯文風格不統一、單卷本
《雜阿含經》有「從後說絕」的譯詞，卻不是安世高所譯)。

言，目前此經的校勘、註解、標點、經義的探討、相應經典的
比較研究、部派的歸屬不僅尚未完成，只能說是才剛起步。在

第五點已經在本文〈3.3 《三方便經》與《地獄讚經》〉探
討過，如果《七處三觀經》(T150A)原先含有此兩經，扣除掉

這情況之下，去指認此「四十四部經」出自「增一阿含」，算
是相當勉強。

《七處三觀 1 經》、《積骨經》、《九橫經》就會是 46 經，而

筆者認為，一部經有沒有列舉「法數」不能當作是否出自

不是「四十四經」，也就沒有剛好是《雜經四十四篇》的議

「增一阿含、增支部」的檢驗標準，事實上，在「增一阿含、

題。

增支部」的經典有不含「法數」的，含有「法數」的經典有隸
經錄中最早的記錄是《開元釋教錄》卷 1：「《七處三觀
107

屬「中阿含、中部」或「雜阿含、相應部」的，從「阿含、尼

經》一卷(出『雜阿含』中首末總三十經。」 ，現存宋朝之前

柯耶」比較研究中，可以看到有些部派列入「增一阿含、增支

的經錄與唐朝《廣品歷章》或者是未載明經數，或者是只載明

部」的經典，另一部派是列在「中阿含、中部」或「雜阿含、

三十經。《七處三觀經》減去三經為四十四經的計算，在唐宋

相應部」。筆者認為，稱「某經出自增一阿含、增支部」的主

之前未必能成立。

張是含糊而不精確，具體的說，應該是「出自某某部派的增一
阿含或增支部」，這樣的主張只有在該部派「增一阿含、增支

第六點，經名《雜經四十四篇》。相對於其他古譯經典，

部」的經典存世，才算成立。

《雜經四十四篇》的經名顯得相當突兀。如果像《道安錄》所

例如，《中部 3 經》的對應經典是《增一阿含 18.3 經》，

說「出增一阿鋡」，較常見的經名會是類似「雜阿含三十

《中部 4 經》的對應經典是《增一阿含 31.1 經》，《中部 29

108

109

章」、 「增一阿含經一卷(抄增一阿含)」， 《雜經四十四

經》的對應經典是《增一阿含 43.4 經》，《中部 37 經》的對應
經典是《增一阿含 19.3 經》等等。又如《增支部 3.38 經》的對

文，這兩者不能當作安世高譯文的論說，請參考蘇錦坤((2010b)，〈七、

應經典是《中阿含 117 經》，《增支部 3.65 經》的對應經典是

單卷本《雜阿含經》是否出自安世高所譯〉，72-91 頁。
107

《開元釋教錄》(CBETA, T55, no. 2154, p. 479, c16)。

108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 15, c25)。

109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 29, b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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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含 16 經》，《增支部 3.67 經》的對應經典是《中阿含

「《 佛說枯樹經》，經上所說的，是僧伽尸自移塔的事

119 經 》 ， 《 增 支 部 5.179 經 》 的 對 應 經典 是《 中 阿 含 128

緣，與經名『枯樹』不合。《出三藏記集》（卷三）〈新

經》，《增支部 5.192 經》的對應經典是《中阿含 158 經》，

集安公失譯經錄〉，有《枯樹經》一卷，『安公云出中阿

《增支部 5.170 經》的對應經典是《雜阿含 484 經》，《增支部

含』。《增一阿含經》（三三）〈五王品〉末，確有名為

5.176 經》的對應經典是《雜阿含 482 經》等等。光憑「法數」

『枯樹』經的，但古譯已佚失了。這不是『經』，可以編

無法得知某一部派會將它編排在「增一阿含、增支部」還是其

入『史傳部』。」

112

他「阿含、尼柯耶」。
113

又如《三慧經》， 印順法師提及此經內容與經題不符。
第八點，方法上的疑慮。

檢閱此經內容，只有佔不到全經內容二十分之一的「人當有三

純粹從邏輯推論來說，即使主張「四十四部經」就是《雜

知識」、「智慧有四相」，經中僅集合了一些法數的講說與數

經四十四篇》的三點理由全部成立，經得起疑難與考驗，也不

則「譬喻」，全經並未提到「三慧」。

以此兩經為例，如果未能核對經文內容，連經名相同都不

足以得到「『四十四部經』就是《雜經四十四篇》」的結論，
更何況這三點理由並不完全站得住腳。

110

114

能當作同一部經，怎能因為「四十四部經」與《雜經四十四

對於古譯經典，有時即使是經名相同也不能冒然當作是同

篇》都含有「法數」，而且恰巧都是「四十四篇」，就認定兩

一部經。例如印順法師指出現存《大正藏》十七冊的《 佛說枯

者為同一部經呢？光憑「法數」不足以判定某經在「增一、增

樹經》並不是《道安錄》與《出三藏記集》指稱的《枯樹

支」的結集中，只要翻閱單卷本《雜阿含經》含有帶法數的經

111

經》。 《華雨集第三冊》：

典、《中阿含》〈七法品〉即可明白，也不是所有「增一阿
含、增支部」經典都帶有法數。

110

此三點理由為前文所說的：一、《雜經四十四篇》為四十四部「增一阿
含」經典，此「四十四部經」也是「增一阿含」經典，。二、《雜經四

112

燒」，牽涉到第五句攝頌「枯樹最在後」(CBETA, T02, no. 125, p. 689, c6)

十四篇》登錄為安世高所譯，此「四十四部經」屬於安世高所譯的《七

的討論，請參考蘇錦坤(2010a)，87-88 頁。

處三觀經》(T150A)中。三、此「四十四部經」有十五部經含「從後說
絕」的譯詞，同時將偈頌譯成長行，安世高的翻譯風格也是如此。。
111

《佛說枯樹經》(CBETA, T17, no. 806, p. 751, a20-b7)。

印順法師(1993)，273 頁。此處意指《增壹阿含 33.10 經》「大樹為火所

113

《三慧經》(CBETA, T17, no. 768, p. 701, b20)。

114

《三慧經》(CBETA, T17, no. 768, p. 702, a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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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 1 經》，只是僧祐將其列在「失譯雜經」，而不是歸為安
世高譯本。
歷代各本「經錄」或登錄單卷本，或登錄二卷本，或者兩

3.5 《七處三觀 1 經》

種同時登錄，請參考＜表六＞。

《出三藏記集》的著錄是：
＜表六＞ 各經錄所登錄《七處三觀經》的卷數
「《七處三觀經》二卷，

經錄(或登錄)

《九橫經》一卷，
《八正道經》一卷(安公云：上三經出「雜阿含」)，
《雜經四十四篇》二卷。」

115

《出三藏記集》
《眾經目錄》(法經錄)
《眾經目錄》(T2147)

道安法師認為，《七處三觀經》與《九橫經》出自「雜阿
含」。筆者推論《道安錄》登錄的《七處三觀經》並未包含

《歷代三寶紀》

118

119

120

《眾經目錄》(靜泰錄)

單 卷

二 卷

本

本

X

X

X
X
X

121

附註

X

X
登 錄 的 是 單 卷

《九橫經》，如果有，應該會有一些「按語」提及這是重出經
2145, p. 21, b17)；「右八百四十六部，凡八百九十五卷。新集所得，今

典；這一登錄也應該是不含上述的「四十四部經」，顯而易見

並有其本，悉在經藏。」(CBETA, T55, no. 2145, p. 32, a1-2。

的，如果其中含有這些經，道安法師應該會附註一句：「似出
118

增一阿鋡」。

《眾經目錄》：「七處三觀經一卷」(CBETA, T55, no. 2146, p. 136, a8-

這段記載卻有一個問題：僅僅《七處三觀 1 經》不應該有
「兩卷」。

9)。
119

《出三藏記集》確實也記錄了單卷本：「《七處三觀經》
一卷(異出抄雜阿含)」，

116

僧祐的著錄是出自「雜阿含」，而且
117

是「新集所得，今並有其本」。 這應該是相當於現存的《七處

《眾經目錄》：「七處三觀經二卷」(CBETA, T55, no. 2146, p. 130, a5)，

《眾經目錄》：「七處三觀經一卷」(CBETA, T55, no. 2147, p. 167, b2526)。

120

《歷代三寶紀》：「元嘉元(朱士行《漢錄》云：世高此年譯《五十校計
經》二卷，《七處三觀經》二卷。)

」(CBETA, T49, no. 2034, p. 33,

a24)，：「七處三觀經二卷(元嘉元年譯。見朱士行《漢錄》。道安云：
115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 6, a10-13)。

『出《雜阿含》。見《祐錄》，同。)」(CBETA, T49, no. 2034, p. 50,

116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 30, b2)。

b1)。《歷代三寶紀》：「異處七處三觀經一卷(第二出，出《雜阿含》，

117

《出三藏記集》卷 4：「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第一」(CBETA, T55, no.

或無『異處』字。)」(CBETA, T49, no. 2034, p. 91,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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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內典錄》

122

《古今譯經圖紀》

X
123

《大周刊定眾經目錄》
《開元釋教錄》

124

125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

126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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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本 ， 但 有 附 註

《廣品歷章》

「二卷十六紙」

玄應《一切經音義》

X
X

同上
X

從 ＜ 表 六 ＞， 我 們 不 知道 《 開 元 釋教 錄 》 之 前的 單 卷 本

X

X

《七處三觀經》是否僅為單經，但是至少玄逸的《廣品歷章》

X

X

所見到的樣貌，就已經和今本《高麗藏》相同，為包含 30 經的

X

經本。

128

筆者必須承認，「經錄記載的《七處三觀經》僅含《七處
121

《眾經目錄》：「七處三觀經一卷(或二卷十六紙)」(CBETA, T55, no.
2148, p. 195, b17)，「七處三觀經一卷」(CBETA, T55, no. 2148, p. 202,
b4-5)，「七處三觀經一卷」(CBETA, T55, no. 2148, p. 209, c18-19)。

122

《大唐內典錄》：「七處三觀經(或二卷十六紙)」(CBETA, T55, no. 2149,

三觀 1 經》，沒有其他經典並存」的主張，既沒有經錄的資
料，也沒有古籍的見證，只有依賴引述的《道安錄》「(上三經
出「雜阿含」)」七字的記載，只有期盼更多的出土資料來檢驗
此項的假說了。

p. 297, b28)。
123

《古今譯經圖紀》：「七處三觀經(二卷)」(CBETA, T55, no. 2151, p. 349,

四、安世高的譯經目錄

a16)，「異處七處三觀經(一卷)。」(CBETA, T55, no. 2151, p. 362, b1718)。
124

安世高的譯經目錄不僅在「安世高所承襲的部派」、「安
世高的大乘傾向」、「安世高譯典的原本語言」、「安世高譯

《大周刊定眾經目錄》：「七處三觀經一卷(或二卷二十六紙)」(CBETA,
T55, no. 2153, p. 426, c22)，「異處七處三觀經一卷。右宋文帝代求那跋

125

陀羅於楊都祇洹寺譯。出長房錄」(CBETA, T55, no. 2153, p. 430, b6-

十經，從初標名故也。或二卷，元嘉元年出，見朱士行《漢錄》及《僧

8)，「七處三觀經一卷(或二卷)」(CBETA, T55, no. 2153, p. 468, b4-5)。

祐錄》。)」(CBETA, T55, no. 2157, p. 776, c24-p. 777, a2)。《貞元新定

《開元釋教錄》(CBETA, T55, no. 2154, p. 479, c16-18)。「《異處七處三

釋教目錄》卷 30：「七處三觀經一卷(或二卷)，一十七紙。」(CBETA,
T55, no. 2157, p. 1040, a16)。

觀經》一卷(或無『異處』字，出《雜阿含》異譯，房云見《別錄》。)」
(CBETA, T55, no. 2154, p. 528, c5-6)，此經列於「闕本」：「《異處七

127

處三觀經》一卷」(CBETA, T55, no. 2154, p. 639, a19)。《開元釋教錄略

開元釋教廣品歷章》卷 19：「七處三觀經一卷(或二卷，《積骨經》在

出》也登錄了「二卷本」：「《七處三觀經》二卷」(CBETA, T55, no.

中，「供城」十九紙，「蒲州」十七紙。)」(CBETA, A098, no. 1276, p.

2155, p. 738, c27-29)。
126

《廣品歷章》全名為《大唐開元釋教廣品歷章》，唐朝釋玄逸纂。《大唐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七處三觀經一卷(出《增一阿含》中，首末總三

402, a7-8)。
128

請參考《金版高麗大藏經》(2004)，中國「宗教文化出版社」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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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是否忠實反應『尼柯耶、阿含』教義」等議題扮演關鍵性的

〈附錄二：當代學者主張的不屬安世高所譯的經典〉)，以下簡

角色，此一目錄在「漢語史」與「漢譯佛典語言學」的範疇

略介紹當前的「安世高譯經目錄」的研究現況。

裡，也牽涉到語料的斷代問題而十分重要。筆者在〈從後說

哈里森此篇論文以許理和〈最早的佛經譯文中的東漢口語

絕〉一文裡主張單卷本《雜阿含經》(T101)應視為「合集」，

成分〉所認定的十六本安世高譯典為基礎，除了其中的四本為

不能依據「從後說絕」的譯詞就判定全經屬安世高所譯；究竟

「論書」以外，他判定其中六本出自《增一阿含》，認為安世

是因譯者而斷定語料的年代，還是因語料的年代而推翻文獻的

高的譯經特別偏愛含有「法數」的經典。 此六部經為 29. 法受

「譯者」記載？兩種證據之中，那一種證據的效力比較強？在

塵經(T792)，34. 禪行法想經(T605)，16. 四諦經(T32)，15. 漏分

本文，再度探討類似的議題，《七處三觀 1 經》為早期經錄記

布經(T57)，27. 流攝經(T31)，32. 本相猗致經(T36)。左冠明認

載的安世高譯經，但是《七處三觀經》的其餘各經可能是出自

為前其中前三項不是安世高的譯經。此處本文將只整理各家認

合集，而不是出自同一翻譯團隊、一時的譯典。究竟單卷本

定的安世高譯經，而不去探索「安世高的譯經是否偏重帶有法

129

《雜阿含經》與《七處三觀經》的 72 部經之中， 有那幾部是

131

數的經典」這一議題。
《出三藏記集》雖然敘述安世高譯經為「三十四部」，實

安世高所譯，有那幾部極可能不是安世高所譯，又有那幾部應
「闕疑」而暫時不予判定？這些都有待進一步的深入探討。其

132

際上計算起來卻有三十五部， 請參考＜表七＞。

中方法之一，是從最可信的幾部譯典(例如《長阿含十報法經》

許理和認為應依下列步驟篩選出東漢時期的譯經：(1)排除

(T13)、《人本欲生經》(T14)、《七處三觀 1 經》(T150A-1))鎖

公元四世紀以後的譯經；(2)使用確證性的外部證據；(3)選定幾

定獨具「安世高譯經風格」的「譯經詞彙」和「語法」，並且

部「標誌譯經」(一些真實性無庸置疑的譯文)；(4)對這些「標

配合當時宣揚的法義，逐一檢驗其他題署為安世高的譯經。

誌譯經」進行用語和文體的分析，用以確定某些譯經師或翻譯

為了避免關注同一議題範圍的佛教學者浪費資源而重複別
人已有成果的研究議題，應該建立資料庫讓學者易於查詢。這

131

些資料應包含積極面的逐經解說(例如筆者在〈從後說絕〉解說

132

的單卷本《雜阿含 9 經》與〈《七處三觀 1 經》校勘與標
130

點〉)， 與消極面的剔除誤列為安世高譯經的研究(請參考本文

Harrison(1997), pp.277-278.
《出三藏記集》：「安清，字世高…其先後所出經，凡三十五部。」
(CBETA, T55, no. 2145, p. 95, a7-25)「右三十四部，凡四十卷，漢桓帝
時，安息國沙門安世高所譯出。其《四諦》、《口解》、《十四意》、
《九十八結》，安公云：『似世高撰也。』」(CBETA, T55, no. 2145, p.

129

單卷本《雜阿含經》有 27 經，《七處三觀經》有 47 經，共 74 經，扣除重
複的《積骨經》與《七處三觀 1 經》，共為 72 經。

130

蘇錦坤(2010b)，50-63 頁，蘇錦坤(2012)。

6, b4-6)。前段引文宋、元、明版作「三十五部」，《高麗藏》、《大正
藏》作「四十五部」，後段引文作「三十四部」，應以「三十五部」為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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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獨有特徵；(5)利用(4)的操作結果重新考察經過(1)的運作

法受塵經(T792)、34. 禪行法想經(T605)，增列了 1. 安般守意

所留存下來的作品。經過如此嚴苛的篩選過程，許理和所認定

經、4. 大十二門經、5. 小十二門經、9. 阿毘曇五法經(T1557)、

的安世高譯經只剩下 16 部。 許理和並未在論文裡解釋他判定

A2 雜阿含經(T101)，成為一張大不相同的書單，請參考＜表七

的準則，被剔除的，有些是已經佚失的經典，有些經典可能因

＞。各家認列的安世高譯經總數，請參考＜表八＞。

133

維特所列的書單基本上尺度比較寬鬆，他是在許理和的 16

文體可疑而被篩去。
那體慧也審核此一翻譯目錄，她提到 3. 百六十品經、8. 道

部經上增 加了《大方 等大集經》 (T397.17) 、 《 禪行三十 七品

意發行經、10.七法經、11.五法經、14. 義決律、23. 思惟經、24.

經 》 (T604) 、 單 卷 本 《 雜 阿 含 經 》 (T101) 、 26. 轉 法 輪 經

十二因緣經、30. 十四意經、33. 阿毘曇九十八結、35. 難提迦羅

(T109)、25. 五陰譬喻經(T105)、9. 阿毘曇五法經(T1557)等六部

越經等十部經到目前為止，可以算是遺佚。她也提到在宇井伯

經以及「金剛寺寫經」中新發現的《安般守意經》與《十二門

壽《釋道安研究》書中，安世高的譯經目錄並未包含《阿鋡口

經》。

136

解十二因緣經》(T1508)，而包含了另外三部在許理和的清單落

對於安世高譯經的判斷，不能過度倚賴各版藏經所題的譯

選的 25. 五陰譬喻經(T105)、26. 轉法輪經(T109)與 9. 阿毘曇五

者，這些「譯者題署」有不少在《出三藏記集》是列為「佚失

法經(T1557)。

134

譯人名」，卻在一、二百年後被安上譯者為「安世高」，這樣

巨贊法師認為現存的安世高譯經有二十二部，佚失了十四

的「題署」可信度不高。同時，《出三藏記集》也不是百分之

部：1. 安般守意經、3. 百六十品經、4. 大十二門經、5. 小十二

百可靠，有時是現存的經本冒用了安世高譯經的經名，有時是

門經、8. 道意發行經、10.七法經、11.五法經、14. 義決律、23.

後代的經錄承襲了《道安錄》的誤判(有可能有些所謂「《道安

思惟經、24. 十二因緣經、30. 十四意經、31.阿鋡口解十二因緣

錄》的誤判」是抄本的問題)。

137

經(T1508)、33. 阿毘曇九十八結、35. 難提迦羅越經。巨贊法師
所列的現存二十二部譯經加上佚失的十四部經為三十六部，增
加的一部是《出三藏記集》未列為安世高譯經的《積骨經》。

135

左冠明(Stefano Zacchetti)依據新發現的日本金剛寺寫卷與
他個人的研究，剔除了許理和書單中的 22. 大安般經(T602)、29.

136

維特 Vetter (2012), pp. 6-8.

137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認為：「25. 五陰譬喻經(T105)」、「26. 轉法
輪經(T109)」、「29. 法受塵經(T792)」與「34. 禪行法想經(T605)」可
能不是安世高譯經(呂澂(1991)，2869 頁)。盧巧琴(2011)118 頁提到史光

133

許理和 Zürcher (1991), pp. 278-279 and 297-298.

輝(2007)〈東漢漢譯佛經考論〉列了十五部安世高譯經，為許理和所列

134

那體慧 Nattier (2008), pp. 46.

的 16 部經刪去《法受塵經》(T792)與《禪行法想經》(T605)，而增列了

135

巨贊法師 (1959)，145-146 頁。.

《阿毘曇五法經》(T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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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巧琴建議要綜合「文獻學」、「佛典語言學」與「因時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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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557)

因地的文化差異」進行譯人的考察與訂正。 本節的安世高譯經

10.七法經

目錄只是一個初步的書單，有待未來的學者從安世高的譯詞、

11.五法經

語法與文體的研究，進一步修訂此一翻譯書單。

12. 十報經(T13)

V

V

V

13. 普 法 義 經

V

Ｖ

V

V

V

V

＜表七＞《出三藏記集》安世高的 35 譯經，各家的取捨

139

附註

(T98)

《 出 三 藏 記

許理和

巨贊法

左冠明(2010b)，

集》：35 部

(1991)

師(1959)

(V*) 代 表 於 金 剛

15. 漏 分 布 經

寺新發現的抄本

(T57)

V*

16. 四諦經(T32)

V

V

V

V

17. 七 處 三 觀 經

V

V

V

1. 安般守意經
2.

陰 持 入 經

V

V

14. 義決律

(T603)

(T150A)

3. 百六十品經

18.

4. 大十二門經

V*

5. 小十二門經

V*

6.

大 道 地 經

V

V

註一

V

19. 八 正 道 經

V

20. 雜 經 四 十 四
V

V

V

8. 道意發行經

22. 大 安 般 經
V

Ｖ

篇
21. 五十校計經

V

Ｖ

(T112)

(T14)
9. 阿毘曇五法經

V

(T150B)

(T607)
7. 人 本 欲 生 經

九 橫 經

註二

Ｖ
V

Ｖ

(T602)
23. 思惟經

138

盧巧琴(2011)，〈第五章、東漢魏晉南北朝譯經語料鑑別方法〉，83-144
頁。

139

此一目錄未包含果暉法師的意見，請參考果暉法師(2008a)。

24. 十二因緣經
25. 五 陰 譬 喻 經
(T105)

Ｖ

V

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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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轉 法 輪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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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這可被當作早期論書，請參考左冠明的解說。

Ｖ

(T109)

141

[註三]：筆者不贊同將《四諦經》(T32)列為安世高所譯，

27. 流攝經(T31)

V

Ｖ

V

譯詞、語法以及內容均與《七處三觀經》有相當差異，筆者將

28. 是 法 非 法 經

V

Ｖ

V

另文申論。
[註四]：筆者不贊同將單卷本《雜阿含經》(T101)列為安世

(T48)
29. 法 受 塵 經

V

高所譯，請參考筆者〈從後說絕〉一文。

Ｖ

142

(T792)
＜表八＞各家判定的安世高譯經數量

30. 十四意經
31.阿鋡口解十二

V

V

因緣經(T1508)
32. 本 相 猗 致 經

V

Ｖ

V

(T36)

《經錄》或近代

登

錄

論文題目(括弧

的

安

中為論文或書籍

世

高

的年代)

譯

經

數目

33. 阿 毘 曇 九 十
A. 《 出 三 藏 記

八結
34. 禪 行 法 想 經

V

35

集》(516)

Ｖ

(T605)

B. 許理和(1991)

16

35. 難 提 迦 羅 越

C.

22

經

(1959)

A1. 積骨經

附註

D.

Ｖ

A2 雜 阿 含 經

V

註四

巨 贊 法 師
左 冠 明

《積骨經》。
18

B 項書目，剔除 3 部，增列 5 部。

16

D 項 書 目 ， 剔 除 A2 雜 阿 含 經

(2010b)
E. 筆者判讀

(T101)

A 項書目，剔除佚失 14 部，增列

(T101)、16. 四諦經(T32)
[註一]：左冠明還列有「《十二門經》註」。

140

左冠明 Zacchetti (2010b)，266 頁 1-9 行。

140

141

左冠明 Zacchetti (2010b)，263 頁。

142

自拙法師(2001)，Harrison(2002)，蘇錦坤 (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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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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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應為《雜阿含經》」而且帶有「經題」的經混入於內。

145

這樣說有一些「語病」，既然經名是《七處三觀經》，核心理
林屋友次郎應該是最早提出「《七處三觀經》(T150A)是由

應是解說七處三觀的《七處三觀 1 經》，其他才是混入的經

《九橫經》、《積骨經》、《雜經四十四篇》與《七處三觀 1

典，說「核心 core」是「四十四部經」而其他三部經混入此

143

經》四個部分構成」的學者， 哈里森則是最早提出《七處三觀

經，顯得有一點「喧賓奪主」。同樣的道理，在經題為《七處

經》(T150A)新次序，並且列出今本《七處三觀經》錯置的演變

三觀經》之下，很難認同將此經當作是《增一阿含》的另一版

過程的學者，他與維特(Tilmann Vetter)難能可貴地突破語言文

本。

146

字的障礙進行「安世高研究」，將《七處三觀 1 經》翻譯為英

在這幾篇論文之中，哈里森與自拙法師主張單卷本《雜阿

文，細列了《七處三觀經》(T150A)各經的詳細漢、梵、巴利對

含經》為安世高所譯，在筆者的回應中，指出兩篇文章都只照

應經典，這些研究工作足以喚起國際佛學界對安世高作更多學

料支持論點的積極證據，而未充分考量或探討與此結論背離的

術探討。筆者崇仰安世高遠度大漠，來到中國傳播佛教的高風

反面陳述。

147

懿行，早年雖有心研讀安侯的譯典，卻礙於譯文古樸艱澀，幾

維德與哈里森合著的論文完整地翻譯了《七處三觀 1

乎無從下手，幾次閱讀，總是半途而廢、無法終卷。感謝哈里

經》，在某種意義之下，也是對此漢譯經典進行了現代的新式

森、維德與自拙法師分別所寫的四篇論文指出一些門徑，讓筆

標點。雖然如此，筆者認為，仍然作得不夠確實，應該要以專

者終於得以閱讀文意、感受法義。

章描述校勘的工作，而不是在行文之間模糊地夾敘一部分校勘

哈里森在此篇論文前頭就開宗明義地主張：「長期以來，

結論。也就是說，筆者認為校勘的工作進行得不夠踏實。
至於本文所回應的哈里森論文，筆者在此重述他的主張和

大家都知道《增一阿含》的第一位漢譯者是安息人安世高。」
他所提的「《增一阿含》的第一次漢譯」即是意指《七處三觀

本文的立場：

經》(T150A)。但是《道安錄》認為《七處三觀經》與《九橫
144

經》都是出自「雜阿含」， 本文〈3.1 《積骨經》〉又已經論

145

Harrison (1997), pp.265: ‘The relatively simple scissors-and-paste operation

列《積骨經》與其說是出自《增一阿含》，不如說是出自《雜

sketched above also enables us to separate out three supposedly

阿含》。哈里森認為《七處三觀經》(150A)的核心之外，有三

Saṃyuktāgama texts which have been mixed up with the core of the
collection’.
146

143
144

林屋友次郎 (1937)。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 6, a10-12)。

Harrison (1997)，論文題目 ‘The Ekottarikāgama Translations of An Shigao’。
與內容均指稱《七處三觀經》的譯本是另一版本的《增一阿含》。

147

蘇錦坤 (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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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七處三觀經》(T150A)為安世高所譯。

筆者不贊同此項推論。

筆者認為此經與單卷本《雜阿含經》(T101)一樣，是一本

判定「四十四部經」就是佚失的《雜經四十四篇》，不能
僅靠「四十四部經」都是帶有法數的經典，與部分經文有「從

「合集」。
智昇在《開元釋教錄》卷 1「《說人自說人骨不知腐經》一

後說絕」且「將偈頌譯成長行」。

卷」之下，列了一則前代經錄所無的按語：「《色比丘念》下

「從後說絕」部分，必須考量《七處三觀 43 經》譯為「四

二十五經，安公云並出『雜阿含』，今尋藏中單卷《雜阿含》

言四句」的整齊形式，同時在單卷本《雜阿含經》帶有「從後

148

內並有此經，多是後人合之成卷。」 雖然智昇此言意指單卷本

說絕」的經典也未必是安世高譯經。
在「四十四部經」方面，必須考量經錄記載出自《七處三

《雜阿含經》，筆者認為「合集」之說也適用於《七處三觀

觀經》的《三方便經》與《地獄讚經》，而且，帶有「法數」

經》(T150A)。
《出三藏記集》的著錄是：「《七處三觀經》二卷，《九
橫經》一卷，《八正道經》一卷(安公云：上三經出「雜阿
含」)，《雜經四十四篇》二卷。」

149

的經典不一定就隸屬「增一阿含、增支部」，這是依部派而異
的。
如同本文所舉的《枯樹經》與《三慧經》為例，未細部合

很有可能《道安錄》登錄的只是「《七處三觀經》一

對經文之前，不能因為經名相同就認為兩經內容相同。再舉

卷」，或者甚至只是「七處三觀經」而未載明卷數，而意指今

《鸚鵡經》為例，一為與《中部 99 經，婆羅門須婆經 Subha

本的《七處三觀 1 經》。因為如果和《雜經四十四篇》重複、

sutta》對應的《中阿含 152 經》，一為與《中部 135 經，業分

或者包含「四十四部經」的部分經典，《道安錄》不會只說

別 小 經 Cūḷa Kamma-vibhaṅga sutta 》 對 應 的 《 中 阿 含 170

「出《雜阿含》」，而會加註類似「出《增一》也」的按語。

經》，即使兩者同屬《中阿含經》，未仔細查核經文之前，不

依照筆者此項推論，《道安錄》所載的安世高譯經，將僅
限於《九橫經》與《七處三觀 1 經》而不含《積骨經》。
也就是說，筆者認為《積骨經》與「四十四部經」不僅並
非全是安世高所譯，而且可能譯人也彼此不同。

能認為兩部是同一部經典。因此，在未能核對兩者的「隻字片
語」之前，實在沒有理由「一廂情願」地推斷「四十四部經」
就是佚失的《雜經四十四篇》。
作為本文的結論以及對「安世高研究」的期許，筆者以為
關於安世高的譯經目錄已有夠多的討論，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

2. 「四十四部經」就是佚失的《雜經四十四篇》。

一套有系統的文體分析方法。例如大多數學者認為《別譯雜阿
含經》(T100)早於五十卷本《雜阿含經》(T99)，單卷本《雜阿

148

《開元釋教錄》(CBETA, T55, no. 2154, p. 486, a6)。

149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 6, a10-13)。

含經》(T101)又早於《別譯雜阿含經》，因為譯詞高古、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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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質不似漢語。這些都只是主觀而印象式的評論，並未條理分

明〈新出安世高譯《七處三觀經》平行梵本殘卷跋〉一文給筆

明、證據確實地剖析文句，排比文證，這是有待當代學者填補

者參考。關則富博士在他繁忙的工作時程中，也特別撥冗閱讀

的缺口。

全文，糾正錯誤、提出建議。在此感謝三位的熱情贊助。
筆者在此也感謝兩位匿名的審稿老師嚴謹地評審、指正筆

以「安世高研究」而論，除了日本金剛寺新發現的安世高
150

譯經之外，大都探討安世高所屬部派、 傳播的法義，概論經錄

者的部分觀點、主張、邏輯與敘述條理，並且耐心地挑出初稿

中何者為安世高譯經、何者不是，反而較少對各部題名為安世

的筆誤，讓筆者有機會能修正觀點、修補敘述的缺陷，更重要

高翻譯的佛經進行校勘，逐字逐句詮釋字義、文意、法義，畢

的是改正不少筆誤。當然，文中可能仍有謬誤，這些是筆者責

竟在基礎工作尚未扎實之前驟下推斷，這樣的結論值得商榷。

無旁貸的文責。

如能參考許理和建議的五項步驟，選取可信賴的安世高譯經，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的《電子佛典集成》(2011 年版)

逐一校勘、標點斷句，附加詞彙的訓詁註解，翻譯成當代的白

與無著比丘、白瑞德的「四部尼柯耶對照目錄」(尚未出版)是筆

話文體或平白簡易的英文，提供跨文本的對照閱讀或是僅提示

者最倚仗的工具書，在此向他們致謝。151
本文討論的相關外國期刊論文，大都影印自法鼓圖書館與

比較研究的結論，這對想理解初期譯經內容與風貌的讀者才有
助益。

福嚴圖書館，在此道謝。

在此，也期盼國內學術界早日成立專案，對後漢、三國的
初期譯經進行校勘、標點與文體分析的工作。

七、附錄：

六、謝詞

附錄一：《七處三觀經》(T150A)對應經典對照表
此 處 表 列 的對 應 經 典 以漢 譯 四 阿 含與 巴 利 四 部尼 柯 耶 為

感謝白瑞德教授(Rod Bucknell)熱誠寄來此篇論文的抽印

主，相關的律典、論典以及小部尼柯耶的對應經文將不列入此

本，並且對筆者的初稿提供許多寶貴意見，最後不僅閱讀冗長

表。此表的經號之後標註(參考)者，為「參考經典」，表示不是

的整篇論文，還幫筆者改寫英文摘要，避免筆者詞不達意。在

完整的「對應經典」；此表的附註欄，經號之後標註(赤沼)者，

新加坡佛教學院任教的紀贇博士是筆者的畏友，對本文也有鼓

為赤沼智善《漢巴四部四阿含》所列的對應經典，但是經考量

勵、也有諍言；特別感謝他在閱讀本文初稿之後，特別提供陳
151

150

Harrison (1997)，279-281 頁，哈里森此文在文末用了相當多篇幅討論安世
高所屬部派的議題。

讀者可先參考 ”Online Sutta Correspondence Project”
(www.suttacentral.net)，此網站可以從巴利、漢文、藏文、梵文、俗語、
犍陀羅語、吐火羅語、回鶻語文獻查閱對應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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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認為不是「對應經典」。雖然白瑞德與無著比丘的四部尼

14

AN 3.56(參考)

柯耶對照表列有諸如藏語、梵語、俗語、犍陀羅語、吐火羅語

SĀ³ 2

AN 3.57

等等文獻，但為列表簡潔起見，此處將不納入此類資料。讀者

15

AN 5.36

如有需要，請自行上網查詢，網址為：(www.suttacentral.net)。

16

AN 5.148

17

AN 5.153

＜表九＞《七處三觀經》(T150A)對應經典目錄
《大正

對應巴利經典

對應漢譯經典

附註

藏》經
號
1

SN 22.67

SA³

SA 42,

EA 41.3(參考)

EA 32.12

18
19

AN 5.51(參考)

20

AN 5.29

21

AN 5.110

22

AN

27

5.241-

244(參考)

2

AN 3.105(赤沼)

23

AN 5.250

3

AN 3.29

24

AN 5.215

4

AN 4.10

25

AN 5.216

5

AN 4.49

26

AN 5.140

6

AN 4.32

7

AN 4.31

28

AN 8.56

8

AN 4.97(參考)

AN 4.98(赤沼)

29

AN 9.15

9

AN 4.95(參考)

AN 4.98(赤沼)

30

SN 15.10

10

AN 4.102

SĀ³ 18

AN 4.152

11

AN 4.13

SA 669

EA 21.2(參考)

27

EA 25.10

AN 4.37

13

AN 5.42

SA 947, SA²
340,
SĀ³ 11, T 765

SA

875-

31

T150B

876(參考)
12

AN 5.211(赤沼)

T 450 ( 參 考 ), T
451( 參 考 ), AN
2.11.1-5(赤沼)

32

AN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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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2.11.2(赤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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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一新，2003，〈翻譯佛經語料年代的語言學考察—

34

AN 2.11.4

以《大方便佛報恩經》為例〉，《古漢語研究》第三期。

35

AN 2.11.5

結論摘要：《大方便佛報恩經》翻譯年代應在魏晉以後，

36

AN 2.11.3

非安世高所譯。

37

AN 2.11.2(赤沼)

1.3 方一新、高列過，2005，〈從疑問句看《大方便佛報

38

AN 2.11.2(赤沼)

恩經》的翻譯年代〉〉，《語言研究》2005 年第三期。結

39

AN 2.1.2

40

AN 2.1.9

論摘要：《大方便佛報恩經》翻譯年代不早於三國，非安
世高所譯。

SA 1243, EA

2. 《佛說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T356)，方一新、

18.1
SĀ³ 16

AN 2.2.1

高列過，(2007)，〈題安世高譯《佛說寶積三昧文殊師利

41

AN 2.2.9

菩薩問法身經》考辨〉，《漢語史研究集刊》第 10 輯，

42

AN 3.76

43

AN 3.42

pp. 345-373，巴蜀書社，成都
3. 《太子慕魄經》(T167)，方一新，2004，〈《太子慕魄經》
非安世高譯考〉，第四屆中古漢語國際學術研討會。結

44
45

AN 3.68 (參考)

46

AN 3.69

47

AN 3.45

EA 21.7 (赤沼)

論摘要：《太子慕魄經》非安世高所譯。
4. 《佛說奈女祇域因緣經》(T553)，方一新，2008，〈《佛說
奈女祇域因緣經》翻譯年代考辨〉，《漢語史學報》第 7
輯。結論摘要：《佛說奈女祇域因緣經》非安世高所
譯。

附錄二：當代學者主張的不屬安世高所譯的經典
1. 《大方便佛報恩經》(T156)
1.1 史光輝，2001，〈《大方便佛報恩經》的寫作年代考
辨〉，《東漢佛經詞匯研究》，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結論摘要：《大方便佛報恩經》翻譯年代不早於三國，非
安世高所譯。

5.《五陰譬喻經》(T105)
5.1 盧 巧 琴 ， 2009 ， 《 《 五 陰 譬 喻 經 》 譯 人 的 綜 合 考
證》，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結論摘要：《五陰譬
喻經》的風格與安世高的譯典不同。
5.2 呂澂，1991，〈中國佛學源流略講，附錄，安世高〉，
《呂澂佛學論著選集》第五册，2869 頁 5-6 行。結論

《七處三觀經》的結構與譯者

167

摘要：從翻譯用語對勘，尚有問題。
6. 《法受塵經》(T792)
6.1 胡敕瑞，2005，〈中古漢語語料鑒別述要〉，《漢語史
學報》第 5 輯，272 頁。結論摘要：《法受塵經》非安世
高所譯。
6.2 呂澂，1991，〈中國佛學源流略講，附錄，安世高〉，
《呂澂佛學論著選集》第五册，2869 頁 5-6 行。結論摘
要：從翻譯用語對勘，尚有問題。
7. 《禪行法想經》(T605)
7.1 Zacchetti, Stefano, 2010, "Defining An Shigao’s 安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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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son 論文的回應〉。結論摘要：除了《七處三觀 1
經》為安世高所譯之外，《七處三觀 30 經》與《七處三
觀 31 經》非安世高所譯，其他 44 經有待檢視。
10. 《轉法輪經》(T109) ，呂澂，1991 ，〈中國佛學源流略
講，附錄，安世高〉，《呂澂佛學論著選集》第五册，
2869 頁 5-6 行。結論摘要：從翻譯用語對勘，尚有問
題。
11. 《四諦經》(T32)，呂澂，1991，〈中國佛學源流略講，附
錄，安世高〉，《呂澂佛學論著選集》第五册，2869 頁 6
行。結論摘要：未詳敘理由。

Translation Corpus: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Relevant
Research",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 3 輯。結論摘

附錄三：《佛說積骨經》對應經文對照表

要：《禪行法想經》與《禪行三十七品經》(T604)譯文

＜表十＞《佛說積骨經》(《七處三觀 30 經》)、單卷本《雜阿

相似，後者在《道安錄》及《出三藏記集》列為失譯

含 11 經》、《別譯雜阿含 340 經》經文對照表

經，譯文不似安世高所譯。
7.2 呂澂，1991，〈中國佛學源流略講，附錄，安世高〉，

《佛說積骨經》(《七

單卷本《雜阿含

《別譯雜阿含 340

《呂澂佛學論著選集》第五册，2869 頁 5-6 行。結論摘

處三觀 30 經》)

11 經》

經》

要：從翻譯用語對勘，尚有問題。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

聞如是：一時佛

如是我聞：一時

舍國雞山中。

在王舍國雞山

佛在王舍城毘富

中。

羅山足。

8. 單卷本《雜阿含經》(T101)，蘇錦坤，2010，〈從後說絕--單卷本《雜阿含經》是否將偈頌譯成長行〉，《正觀雜
誌》55 期。結論摘要：單卷本《雜阿含經》為合集，不

佛便告比丘：「人居

佛便告比丘：

佛告諸比丘：

是同一翻譯團隊所譯，其中單卷本《雜阿含 9 經》為

世間，一劫中生死，

「人居世間，一

「若有一人，於

「講經集要」，不是單純的翻譯。

取其骨藏之，不腐、

劫中生死，取其

一劫中，流轉受

不消、不滅，積之與

骨藏之，不腐、

生，收其白骨，

須彌山等。

不消、不滅，積

若不毀壞，積以

9. 《七處三觀經》(T150A)，蘇錦坤，2013，〈《七處三觀
經》研究(2)—《七處三觀經》結構與譯者---兼對 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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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為聚，如毘富羅

生，苦滅八聖

山。

道，安隱趣涅

人或有百劫生死者、

人或有百劫生死

賢聖弟子隨時

槃，流轉生死

或有千劫生死者，尚

者、或千劫生死

聞，如實知苦聖

輪，任運過七

未能得阿羅漢道泥

者，尚未能得阿

諦，如實知苦

生，得盡於苦

洹。」

羅漢道泥洹。」

集、知苦滅、知

際。」

趣苦滅道，如是

佛說如是。

佛說如是。

時諸比丘聞佛所

知見已，斷於三

說，歡喜奉行，

結，所謂身見、

頂禮而去。

戒取、疑，名須
陀洹，不墮惡
趣，決定菩提，

＜表十一＞《佛說積骨經》(《相應部 15.10 經》)、《雜阿含
947 經》、《別譯雜阿含 340 經》經文對照表

趣於涅槃，極至
七生七死，得盡

《相應部 15.10 經》

苦際。」

《 雜 阿 含 947

《別譯雜阿含 340

經》

經》

佛告比丘：「人一劫

佛告比丘：「人

說是事已，復說

一時佛在王舍國靈鷲

如是我聞：一時

如是我聞：一時

中合會其骨，與須彌

一劫中合會其

偈言：「一人一

山。

佛住王舍城毘富

佛在王舍城毘富

山等，我故現其本因

骨，與須彌山

劫中，流轉受生

羅山。

羅山足。

緣。比丘！若曹皆當

等，我故現其本

死，積骨以為

佛告諸比丘：「諸比

拔其本根，去離本

因緣。比丘！若

聚，集之在一

丘！」比丘應：「尊

惡，用是故不復生

曹皆當拔其本

處，使不毀敗

者。」

死，不復生死，便得

根、去離本根， 壞 ， 猶 如 毘 富

佛告比丘：「輪迴無

爾時世尊告諸比

佛告諸比丘：

度世泥洹道。」

用是故不復生

羅。若觀四真

法發現起始點，流轉

丘：「有一人於

「若有一人，於

死，不復生死便

諦，正智所鑒

於愚痴、貪欲的凡夫

一劫中生死輪

一劫中，流轉受

得 度 世 泥 洹

察，說苦因從

無法分辨出一個起始

轉，積累白骨不

生，收其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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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流轉於愚痴、貪

腐壞者，如毘富

若不毀壞，積以

說：「一人所留的積

劫中，積聚其身

劫中，流轉受生

欲的凡夫將留下一疊

羅山。

為聚，如毘富羅

骨，

骨，常積不腐

死，積骨以為

山。

在一劫中，

壞，如毘富羅

聚，集之在一

座骸骨，如毘富羅

所造成的骨堆如山

山。若諸聖弟

處，使不毀敗

山。如果有人收藏他

高，

子，正智見真

壞，猶如毘富

的骸骨，這些骸骨不

大仙人如是說，

諦，此苦及苦

羅。若觀四真

會消滅。

宣稱積骨之多，

因，離苦得寂

諦，正智所鑒

骸骨、一堆骸骨、一

為何如此？輪迴無法

若多聞聖弟子此

賢聖弟子隨時

高如毘富羅山，

滅。修習八道

察，說苦因從

發現起始點，流轉於

苦聖諦如實知，

聞，如實知苦聖

在靈鷲山北方，

跡，正向般涅

生，苦滅八聖

愚痴、貪欲的凡夫無

此苦集聖諦如實

諦，如實知苦

摩竭陀國群山中。

槃，極至於七

道，安隱趣涅

法分辨出一個起始

知，此苦滅聖諦

集、知苦滅、知

若人具正智，

有，天人來往

槃，流轉生死

點。流轉於愚痴、貪

如實知，此苦滅

趣苦滅道，如是

世尊教導的聖諦，

生，盡一切諸

輪，任運過七

欲的凡夫將留下一疊

道跡聖諦如實

知見已，斷於三

苦與苦集，

結，究竟於苦

生，得盡於苦

骸骨、一堆骸骨、一

知，彼如是知、

結，所謂身見、

苦滅，

邊。」

際。」

座骸骨，如毘富羅

如是見，斷三

戒取、疑，名須

與神聖八正道，

山。直到他能得道解

結，謂身見、戒

陀洹，不墮惡

導致苦的止息，

脫。」

取、疑，斷此三

趣，決定菩提，

如此這人，

結，得須陀洹，

趣於涅槃，極至

至多再度過七次(生

不墮惡趣法，決

七生七死，得盡

死)，

定正向三菩提，

苦際。」

永盡諸苦，
佛說此經已，諸

時諸比丘聞佛所

比丘聞佛所說，

說，歡喜奉行，

歡喜奉行。

頂禮而去。

盡一切縛結。」

七有天人往生，
究竟苦邊。」
此為世尊的教導。說

爾時，世尊即說

說是事已，復說

完此教導，世尊又

偈言：「一人一

偈言：「一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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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九橫經》對應經文對照表

避。

＜表十二＞《佛說九橫經》(《七處三觀 31 經》)、《法苑珠
林》、《九橫經》經文對照表

如是為九因緣，人命

如是為九因緣，

如是為九因緣，

為橫盡。」諸比丘聞

人命為橫盡。

人命為橫盡。

佛語，歡喜作禮。
《七處三觀 31 經》卷 《 法 苑 珠 林 》 卷

《九橫經》卷 1：

何等為不應飯者？名

一不應飯者。名

一、不應飯者，

1：「一時，佛在舍衛

66 ： 「 又 九 橫 經

「佛在舍衛國祇

為不可意飯，亦為以

不可意飯。亦為

名為不可意飯，

國，行在祇樹給孤獨

云。佛告比丘。

樹給孤獨園。佛

飯 腹 不 停 諷 ， 是 名 為 飽腹不調。

亦為以飽腹不停

園。佛告諸比丘：

有九輩。九因緣

便告比丘：「有

不應飯。

調。

「有九輩因緣，人命

命未盡時便橫

九輩九因緣，命

何等為不量飯者，名

二不量飯者。名

二、不量飯者，

未盡便橫死。何等為

死。

未盡便橫死。

為不知節度，多飯過

不知節度多飯過

名為不知節度多

九？

。

。

足，是名為不量飯。

足。

飯過足。

何等為不習飯飯者？

三不習飯者。名

三、不習飯者，

一為不應飯，

一為不應飯為

一者為不應飯為

名為不知時，冬夏為

為不知時。冬夏

名為不知時，冬

飯。

飯，

至他郡國，不知俗

為至他國。不知

夏為至他國郡，

宜，不能消飲食，未

俗宜飯食未習。

不知俗宜，不能

二為不量飯，

二為不量飯。

二者為不量飯，

習故，是名為不習飯

消飯，食未習

三為不習飯飯，

三為不習飯飯

三者為不習飯飯

飯。

故。。

四為不出生，

四為不出生，

四者為不出生，

何等為不出生者？名

四不出生飯者。

四、不出生者，

五為止熟，

五為止熟，

五者為止熟，

為飯物未消，復從上

為飯物未消復上

名為飯物未消，

六為不持戒

六為不持戒

六者為不持戒

飯，不服藥吐下，不

飯。不服藥吐

復上飯，不服藥

七為近惡知識，

七為近惡知識，

七者為近惡知

時消，是名為不出

下。由未時消。

吐下，不時消。

識，

生。

八為入里不時不如法

八為入里不時不

八者為入里不時

何等為止熟者？名為

五為止熟者。大

五、為止熟者，

行，

知法行，

不如法行，

大便小便來時不即

小便來時不即時

名為大便小便來

九為可避不避。

九為可避不避。

九者為可避不

行，噫吐嚏下風來時

行。噫吐嚏下風

時，不即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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噫吐啑下風來時

譊諍時行，亦遇縣官 亦 里 有 諍 。 縣 官

亦里有諍時行，

制。

長吏出追捕不避，不

亦里有縣官長吏

長吏追捕不避。

何等為不持戒者？名

六不持戒者。名

六、不持戒者，

可避行者，入里妄入 不 如 法 行 妄 入 他 追 捕 不 避 ， 不 如

為犯五戒，殺、盜、

為犯五戒殺盜婬

名為犯五戒，

他家舍中，妄見不可

犯人婦女、兩舌、飲

兩舌飲酒。使入

殺、盜、犯他人

見，妄聽不可聽，妄

入他家舍中，妄

酒，亦有餘戒以犯便

縣官捶杖斫刺。

婦、兩舌、飲

犯不可犯，妄說不可

見不可見，妄聽

入縣官，或強死、或

或從怨手死。或

酒，亦有餘戒，

說，妄憂不可憂，妄

不可聽，妄犯不

得杖死、或得字亦餓

驚悑念罪憂死。

以犯便入縣官，

索不可索，是名為入

可犯，妄說不可

便從是死；或以得脫

或絃死，或捶杖

里不時不如法行。

說，妄憂不可

外，從怨家得手死，

利刃所斫刺，或

憂，妄索不可

或驚怖念罪憂死，是

辜飢渴而終；或

索。

為不持戒。

以得脫，從怨家

何等為可避不避者？

九為可避不避

九、為可避不避

得手死，或驚怖

名為當避弊象弊馬、

者。為弊惡象馬

者，名為當避弊

念罪憂死。

牛犇車馳馬、蛇虺坑

牛車蛇蚖井，水

象、弊馬、牛

家舍。

法行者，入里妄

何等為近惡知識者？

七為近惡知識

七、為近惡知識

井、水火拔刀、醉人

火刀杖，醉惡人

犇、車、蛇虺、

名為惡知識，以作惡

者。坐不離惡知

者，名為惡知

惡人，亦餘若干，是

等忤擾。

坑井、水火、拔

便及人。何以故？坐

識故不覺善惡。

識 ， 已 作 惡 便 [8]

名為可避不避。

刀、醉人、惡

不離惡知識故，不覺

反坐。何以故？

人，亦餘若干

善惡，不計惡知識惡

坐不離惡知識

惡。

態，不思惟惡知識惡

故，不覺善惡，

比丘！如是為因緣， 是 為 九 橫 人 命 未

如是為九因緣

行，是名為近惡知

不計惡知識惡，

九人輩命未盡，當坐 盡 當 坐 是 盡 。 」

輩，人命未盡當

識。

[9] 態 不 思 惡 知 識

是盡。黠人當識是、

(CBETA, T53, no.

坐是盡，慧人當

惡。

當避是因緣，以避乃

2122, p. 790, c6-

識當避是因緣，

24)

以避乃得兩福，

何等為入里不時者？

八為入里不時

八、為入里不時

得兩福，一者得長

名為冥行，亦里有譊

者。名為冥行。

者，名為冥行，

壽，二者以長壽乃得

一者得長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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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道好語善言，亦能

者以長壽乃得聞

Dīgha-Nikāya, (1966, 1975), Pāli Text Society, London, UK.

為道。」佛說如是，

道好語言亦能

Majjhima-Nikāya, (1979), Pāli Text Society, London, UK.

皆 歡 喜 受 。 (CBETA,

行。諸比丘歡喜

Saṃyutta-Nikāya, (1973), Pāli Text Society, London, UK.

T02, no. 150A, p. 880,

受 。 」 (CBETA,

Sutta-Nipāta, (1990), Pāli Text Society, Oxford, UK.

b21-p. 881, a1)

T02, no. 150B, p.

Vipassana Research Institute, CSCD, version 3, Dhammagiri, India.

883, a15-b18)

Rhys Davids, T. W. and Stede, William, (1925), ‘Pali-English

Dictionary ’ (PED),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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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e and Translator of the “QiChu-San-Guan-Jing” (T150A) --- With
Responses to an Article by Paul Harrison
(1997)
Su, ke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structure of
T150A “Qi-Chu-San-Guan-Jing” (*Saptasthāna-sūtra) and the
identity of its translator, in light of Paul Harrison’s 1997 article.
Regarding the structure of T150A, only minor divergences from
Harrison’s position are presented. As regards the translator of
T150A, the present article takes issue with Harrison’s claim that
all 47 sūtras of T150A were translated by An Shi-Gao, and that 44
of those sūtras are the long lost work by An Shi-Gao, “Za-Jing-SiShi-Si-Pian”.
Following examination of the Ji-Gu-Jing and the Jiu-HengJing, and of records found in ancient catalogs regarding San-fangbian-Jing and Di-Yu-Zan-Jing, it is proposed that T150A is a
compilation of work done by several translators. The article also
argues against the idea that 44 sūtras of T150A are the long lost
“Za-Jing-Si-Shi-Si-P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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