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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十世紀八卡年代j)J來，學者們致力於對漢譯繞蟬詩話的考釋取得了可喜的成

史研究和辭書緝鑫都有著三重要的意義。多年以來人們詮釋這類詞語積累

富的經驗。如或科照古注考釋拘語，或在檢說書字典考釋歸譜，或與本土文，獻對照考

釋詞語，或僻額比較考釋詞語，或通過向經異譯以經證經考釋鵲語，等等。 'f里是詰都

是僅能漢語本身的角度去1萬述和分析，由於摸言學f弗撞去是翻譯文髏，與本土文聲相比，它

的語言成分特殊， r譯經者使用了一些不地遁的漢語 o 2 如果我們從語吉接觸的角

來進彷佛經釋詞，可能會有更好的效果。本文散引鹿諦數倒進行討論，或證蓓說是非 9

或控措新謂新義會以求說明凳漢華才勘在體經釋祠研究中之功用。

幫詢、否定詢和連詞後麗的 f白 j

關於中古漢語中用在副詢、否定制和連福後摺;自 j 字的性質，歷來存在一時事

議，學者們就攏在《中盟語文》和《古漢語研究〉上進符攝熱烈的討論。 3 →種觀點認

* 耳恭研究工作得到了本人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的星星助 (05CYY002) c j次以謝忱。

! 參iJ l 白發綠琦先生《灣釋佛紹中疑難詞語例說)1，(，湖南師純大選多學報》凹的句:第生翔。又教《佛經詞語匯

可 i慨:為師範火學的版午去亨凹的作。3')>'維琦先生從事彿悠釋說卡;有室主年 9 為考線!弗綴語言語總結的

系列有紋的方法。

2 轉引台灣糞騁先生《階以前漢譯佛經虛詞道識> ' {古漢語研究)1 199毛主字第2期。

3 關於(自 J 與下文將討論的「後j 河參兒fIíIJ 瑞明(， <1立說新語〉中的說尾 f 白 J 和 rt夏 D ，(中留

語文)1989年第3粥。文《鱗於 f 白 j 的再討論') ，之中關語文)1 1縛4年第6期。 f復分，份是翅

諸如 1990年多帕斯。又偶昆「自j再瓣，的漢語研究}1992左手第3期。又總談詢昆[白細「復J} ，仲國

1994年第6銜。又 {I吾吾於洞庭內蒙J 的…些具體間題} , (冷翻語文} 1998年第4期。姚振武《關於中友漢

吉普的[自 j 和現J)多 {c扣留諸如 1993年勒斯。又《再談中在漢語的:自j 和!復J&，f~鞠肉是訟， {中國吉普文》

1997年第 i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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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ι 皂 J 巾的(自 J 作詞尾，另…種觀點認為官是揖詞語素。以往多從語:義去分主持香今

天我熱是?是梵漢對融的角度來討論它的，性質。

1. 1 í輯謂+自 j結構

7 白 j 與 f常J ‘「每j 、 「亦 j 、「使j 、 「甚 j 、「絮 j 等國詢組合成~入

自 j 結構，這種結構中:自」的功能因語境的不同罷不筒，不能一概而商量 2 誰要要做具體

的分輯。為方{要討論起兒?否定制另立一類。

常自替自

商亨鎮結構有樹種情說.一是一個詔書「常j 和 f每 j 表實義， r 0 J 不表義。話:

者表示過去的行為動作屢汶發生多復者「自j構成體音節形式。三是常錯詞， í常J 和

表示描去的行為動作屢次發生多 f告 j 複指句中已由琨的人，與「月IJ人j相對。第一種情說

如:

(1)從雖說沒槃'是亦非農減﹒諸法從本來，常會寂滅藉。((拳法經) , 9 I 的) + 

用例中， I 常自裁減J 擇島梵文 nìtyanirvrtã l/ (45 頁)丸， nitya 措門還當」的

nirvr ti 指{寂滅J 的意思 ， nityanirvrr孟拈?經常寂誡J 的意思， r常喜 j 應該譯為「經

常卜「常j指 f經常心「自J不表義，它姆拉單音節「常j接面構成雙音節形式。從梵漢對勘

, I常岱寂滅j 中的「白:是音聽成分。

(2 )每自作是意，以何令眾生，得入無上，巷，速成就佛身。仗著車法接> ' 9 I 生生在)

此詞中的「每自作最重」搏，自梵文 nitvak孟lam vadãmi tathã tath討lamll (1 88 

犯的地到乳m 做副語"表示動作行為的經常發生，相當於現代漢語[經常」的意思，侃出mi

ta出ã tathãham 指「說這些J 的意思，那星星梵文 nityakãlaql vadãmi tathã tathãham 是指:誼

常說這也J 的意思。 f每自J應該譯為「經常卜「每j指「續當J ' ["臼 j 沒有辭彙或語法意義，

了捧是變音醋。再如‘

(3 )在等每自思惟:設得受記，不亦快-f- ? ( , 9/29b) 

用 f~tl中的「每自思a悅J譯自梵文 cintayitvãn叭ricintyall (1 88頁) 'cintayitva 是一個誨

，表示前一倍動作完成之後接著會發生後一幅動作，相當於現代漢語「考慮以後j 的

, vicintva 是一個未來被動分諦，措 f考;巨變j 的意思， anu 在名詞性成分前面 f 有

IP.配的意思。梵文 cin ta yi tvãn uvicin tya 前表達形象，指「考慮.了以後又考慮J 的意思，

4 : I J 前面的數字這是示大正藏的冊數，後面的數位是楚示頁數雋等母表示欄數 c …f 同。

3 梵文參豆豆終忠率~<梵文〈妙華華夏鎮總〉寫本> '中密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8 年 7 ~有關《正法讓級》辛苦

《法華經》的梵文都來關設成寫本。

6 I弱於「復j 與了複 J 的用法，

成分j i又H更」等意義用

, 1998年第三紋。涉及到本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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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自思唯 J '即為「經常考慮、 J 0 í 每 J 的指「經常j 多「自 J

第二種唷說胡:

中劉吉普文通訊

聲音節。

(生)世萃，在從昔來，終日竟袋，每白兔膏，而今從佛，聞所未筒，未曾有法，

動諸疑悔，身意泰然，快得安糙。(i{主教法怨>， 9/10 c) 

跪倒中， í主冬日竟夜每自立責j 的意思是 f畫在克賞自己 J '它譯自梵文

孟tmaparibhã抖 rãtri Ill divã月r/I (59頁) ，益tmaparibl必將指 f克賞梅己j 的意思， ãtma 指

:自己j 的意思。成trimdivãnv 指 f鑫夜j 的意思， r每一j 不出自梵文，是譯者為了強調攝

去動作行為的經常性訶添加的。從音節上者， í 自 J屬上，觀點應該是f每自/克實J ; ~是意

上看， r 自 J 屬下，聲點應該是「每/白克責J 0 r 自 J 指代「自己，從 ã tma 

時來。能梵漢華立勘者， r每自立責j 中的「自 J是人稱代詞。

(5) 演毒者佛采，請棄愛欲，永f史無餘，常台賽修，憐1fp i民行。 ((ll書法經> ' 9/64cl 

此f荷中今「常自黨{彥J 拍「經常讓自身得車司勤修J '譯自梵文 parìbhãvi tã tmãnall 

(49 頁) 'paribhãvita 指「勤修j 的意思 ãtma 指「自身J ' paribh議 vÎtãtm泌拉「自
對勤f學J ' r常Jt但是譯者為了強調鏈去動作行為的經常堅添加的。同樣音節上看「白j囑

上? 著:自 j 屬下多「自 H建立tma 艷譯;高來。 f常j 與「自 J 都有各自的語法意

通過對勘，我們發現中古漢語中「常喜 J 和:每自 J 既可以是一個詞，又可以是爾總

詞，體該由文而異 2

如:

亦由即自價由接自

黨頁結構中「亦 j 、 í ~p J 、 r fl吏」和;甚 j 都 義?「皂 J 都構成雙背諦。

(6) 爾詩眾中五百阿羅漢得受記者白佛言:址等教等 J靠自誓綴，於興奮建土康說此

經。 伏著主法綜> ' 9/36a) 

該例中[亦自J表示聞事相間，譯自梵文 api 0 api 1，故剖詞，期於表示類問 p 棺當於

「世:!.J 0 r亦j 表示叩i 的辭彙意義，「亦自智顯J r:þ的「自 J 是音節成分多「自 j 部湊足

雙音節的作用 c 另井 f亦皂 J 除了來自覺文 eva 的對譚， r亦j 表示 eva 的離黨意義，

「自 J無梵文對釋?不表示語法意義和語法功能，只構成雙音諦。

(7) 我 !!p 會思椎﹒芳但贊佛采，眾生迫在苦，不能信是法。((藥法聽) , 9/9cl 

該倒中亨「郎自J表示動作在很短時期以內即將發生‘譯自梵文 ca 0 ca ~按副詞弓可

以用來表短時闊步相當於 f斌J 0 í UP J 表示凹的辭彙意義， r 皂 J 構成變音節。

他日丹潑明，六十劫 tfJ，鳥諸菩麓，講演法是長方等正經，使魯說言，當般混注。

i法草經》、 9/6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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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倒中學「使自」表示動作即將斑行多譯自梵文 eva ' eva f，說副詞，相當按現代漢語

表短時間的兩肘， I便j 表示 eva 的辭彙意義， I 自 J 的，睛說也和例 (6) (7) 相同。

(9) 而成等不豫其時事，甚合感傷，失於如來無量知丸。({草書法綴> ' 911 ocl 

i先例中 I甚自感傷J 中的 f甚自 j 猶宮內良J '揮自梵文 ativa ~ocâmy atïva 

sa rp_yemi// (59頁) 0 atÍv泛 ~oc孟my ativa sa別apyemi 指向農傷心很復悔j 的意思) I甚」

能 atìva 釋來多 atÏva 指 f擻度J 的意思。「自 j用在單音節詞「甚」後茁構成雙音節形

式。!可純真囂的《正法華東蛤將 atIva ~ocâmy atIva sa rp_ t叩yemi 譯作「常甚臼悼感J ({正

華法嘉軒 ， 9173b) 多「甚自」的用法和例 (9) 相惰。

賞自

f賞自 j 是幫個繭， r實」表示動作或情況的肯定， I 踐 j

Ào 責曰:

(10) 少欲厭生死，實白淨佛土。閃擊法經} , 9/28a) 

前厲已經提封攝的

此倒中) r賞自浮佛土j 中的 f賞 ~J猶吉「他們自身踏實h 擇自梵文 svaka平 ca

k~etrar字 pari主odhayantill (178頁)。仇唸arp_ ca k~etrarp_ parisodhayanti 指[的們自身清掃

了蟬土j 的意思。 f 自 J 從 svaka 譯來，指「他們告身J 的意思。[實」譯自 ca '刊第

繳 eva 多指「菩薩實j 的意思。在音節上多 f實j 與「自 J 合為音節，在意義上「實J

, I 告 J 鸝下) r實j 與 J 自 j 都有各自自{j譜法意義。從覽漢對觀看) I實白淨佛土j 中的

[自」是人稱代詞。

通過對勘我們發現用在單音節rîtl謂之後的[剖，它既可以構成雙宵節形式，又可以

獨立成詞。當它獨立成詞時，諧音上屬上，語法上屬下。

1.2 r否定詞+自j結構

「告 j 與否定認組合 3 主要和「莫j 構成雙音節「龔自 j 。如:

(11)諸有所須全器米麵量最蜻之龜，英台援難。({筆法經》、 9 1l 7al

能例中多「寞自疑難J譯告梵文 tad visrabdl凶rp_ ma竿子race年/1(98頁) , tad visrabdha rp_ 

ma rp_ yace1). ，指「請相信我J 的意思) ma rp_ J是第一人輯代詞 aha泌的業梅今作蜜語。

自疑難J是對梵文的意譯 p 指「不要提惑J 的意思。 f英j作否定甜甜，而」起湊足音餘的作

用。我們對勘《進行般著長酷和《法草?鄧後，發現 J英J做否定祠，相當於 f不要J 的意思，

「自 J起湊足雙音節的作用。

1.3 r連詞+自j錯橫

J 自 j 與連詞「而j組合?構成聲音節 f前告 j 。它有兩種情況存在:第一種權說

「間Jf下達祠， I 自 j 附在 f而H愛插播成黨音節。第二釋情;兒是 f而 j 作建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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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自 H宇人稱代詣。 種情況如:

(12 )所散夭衣，住處對中，為自豆芽縛。(~華法經》唾 9/12al

此棚中多「而告回轉j譯自梵文 bhr益mayantill (66頁) 'bhrãma )指I@J轉j 的意

思， ["rñIjf字連詞但其作用是連接啊懼句子，表示兩件事情的關嚼。(主力 1962 :斜斜「題

的轉」是三個音節， r I@jJ接見了阻音筍，形成佛續四宇格形式。能梵讓對勘脅， r而自信

轉」命的「自 J是音節成分。又如:

(1 3) 乘是三乘，以無漏根、力、覺、 i蓮、禪史、解脫、乏味等.t7íj會娛樂。

法經}'9/13b)

此與中， r而自娛樂j譯自梵文 c技 mahatum ratim anubhavísvathall (ì3頁) 'ca 

mahaturp ratim anubh的勾yatha 指「你們會非常快樂J 的意思多 f而j 揮自 ca 件連接

祠 3 用在狀語和動論之間起據接作用(主力 1962 :抖6) 0 r 自 j 的起湊足音節的作用。

第二種情混如:

(1 4) 特進智慧，每皆金色，三十二藉，而台莊竅。((攀談經)ì , 9/27 c) 

此例中， r而對莊嚴J譯自梵文 alarpkrta-vigrahãl:dI (1 7ì 頁) , alarpkrta-vigraha 指

「自身莊嚴j 的意思， í 自 j 從丸1igraha 譚來， vìgraha 舟做入稱代調指「告身J 的

行信J字用在一句話的主語和謂語之間，表示三者有密切的關憬。(主力 19位: 445) 能梵漢

對當看， r問白莊嚴j 中的 f 自 H在人稱代諦。又如:

(15) i寅暢安但是義，教諸千億萃，令位大采法，而自淨佛土。(哥華法會訟 ， 9/28bJ 

.út例中， ["令往大娘法 s 而自淨佛土j 的意義是「讓他受持議上儕法，自己會被佛

士;青淨J 0 rr訶白洋佛土j 譯臨梵文 svakarp ca k~etrarp parisodhayatill (1 月頁) 'svaka串作

代誨，指「自己」的意思、「自 j 從 svaka 譯來 2 宮的舟法與1:9tl (10) 相同。 í而j 字的作用

是連接爾伯均于，表示稿件事情的關聯。(主力 1962 : 44生)

在中千古漢譯錦紹中， r 自 H長常見，多數用在單音節副調後在語言少數丹在苦定詢和

建詞復間。搶上illî對蝕的情說者多「郎的，隨費應該根據它的具體語境判斷，一部分做代

諂 9 表示前器已經出現過的人，另一部分做音節或台♂幫助龍聞單音節言是構成雙音懿形

式，滿足讀誦聾文朗朗上口的要求。

之 醋詢、否定詢和連詞後醋的「複j

觀於中古漢語中期在斟詢、否定詞和連詞復函「複」字的性質，聽來也存在一啟事

議。(見注釋 3 )同樣一種觀點認為「複J 作關尾，另一種觀點認為它是構揭語言表。巳

桂也是多從語感去分析 3 我們也從梵漢對勘的角度來討論它的性質。

2.1 í甜繭+摟J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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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護 J 主要與「亦 J 、 f 薄 j 、「故 J 等則論組合實構成「亦複 j 、 f 尋複 J 、

iè欠複 j 。如:

(1 6) 及餘諸弟子， ~ j渴十三步剃，韋思共度壺;穿梭不能知。伏筆法經> ' 9/6al 

.ttt倒中， r亦權;本能姐」譯品梵文 na sakta 協rve sahitã api jñãturpll (32頁) , I!JJ,J 
擇自 apl '叩i 表示前後輛種情況的類肉。「複H趕在單音節副詞「亦J復菌傲音節語素，

起協調音節的作用。其他如「數人藤摸難J 、月下複如是J ' rZJ)\複不如」等都屬於這一用

法。 r尋複j 的用#9如:

( 17) 畫像親附人，人不在章，若有所得，等稜忘失。((華法經>> ' 9/15cl 

此倒中， r莽撞志先j譯自梵文 n的yati k~ipram// (86 頁) , r尋J 譯自 k$Îpra

k~ipra 有 f待開短J 的意思多表示動作符為發生的時簡短暫。「權」用在單音節制祠

復面做音節語素，雖湊足聽音節的作用。[改變J 的朋何如:

(1 8) 次棧有佛，亦名日月潑明。((華法經>> ' 9/3c) 

此辦中， r次撥J擇自覺文 punar apara/I (32 頁) 'punar 和叩ara 都有 1，划、

「複J 和「吹j等意思 3 在質文轉經中用於勾首表示前後兩個話題的轉換。(故海j 立志 punar

apara 的直譯，「故J 和「複J 是兩個月義組合成分 2 形式上既可以是 f吹權J '也可以

是「禪:欠J 0 朱冠明 (2005 : 106) 認為[故複J形式的來源與恩典有關，這一觀點是正確的。

我們調查發現，能後I莫譯f弗輯錯[次獲/複坎j使大量出現，到精代一直沿用不哀。除了

[吹複j 以外 F 還有「又複ltl!譯自梵文 punar apara '作用與 f改模」相同。

通過對《正華法經》和《法華短》文獻中 L 樓 j 結構的黨才動，我們發現「複 j 與

吋tj 、「尋」等組合龍成鵑仁複J 形式賀龍一幅表示它們的辭彙意義 9f複 J 起接起

雙音節的作用。「寵」與 7次j 、[又j 等組合而成的仁複j第式用作時義構調，表示新話

題轉換。

2.2 í否定調+饅J結構

r 複 j 與否定說「無 J 、 f 不 j 、「勿」、「

!不複 J 、 f勿權」、 f萬縷 J a 健梵漢對融

定調表示否定或禁止， r複J 用來構成雙音節。如:

j 組合，構成雙音節「無禮 j 、

一麵結構中的「無j 、 1 ，不 J 等杏

(1 9 )諸漏己蠢，魚龍煩惱。({華法靠的， 9 /1 c) 

此飼中， r無禮煩惱j是從梵文 ni~kleila 鸝譯過來的，叫你le泊的意思是指 f從來沒

有煩權J或{沒有任何煩惱J ' ni~ 是否定指， kleila 是 f煩惱J 的意思。從梵漢對觀看，

「無摟煩惱J 中的 f複」做音節成費。

(20) 脅時舍利弗白 f弗吉:世導我今無稜疑悔，親於佛前，得受阿毒等多華三義之三著

提記。(支華法鐘)> , 91 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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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中，「我今無禮疑梅j譯自原典文 niskãñkso 的minll (6ì頁) ，法skãñkso asmin 

的意思是「我們沒有疑憨j 多 nlS 表示「沒

「複j是在觀譯持添加的音節。

多 kãñksa 「疑惑J '名語，

(21 )咳，男子，汝常此作，勿稜餘去。((華法經Þ ， 9 1l 7a)

此劑中， I勢海餘去J t!p I封餘去卜「封複J 的翻譯來自梵文 mã bhuyo/I(9ì 頁) , 

否定詢 mã 和助動詞 bhû 組合，有了不得」的意思， I復j是譯者添加的音節。

(22) 於此命終，望F才家安樂世界，何彌陀佛大菩薩泉醋繞住處，主主蓮華中，寶座之

上，不接為食欲所惱。持正 , 9/5 是c)

比例中， I不穫為食做研惱J譯與梵文 na ca tasya rãgo vyãb吋hì~yatill (3銘頁) , 

i /f~J 是間的對譚，表示對動作行為的否定， I揖J.是譚者添加的音節成分。

(23) 不須此人勿強將來，以冷水灑函，令得醒悟，菜稜典語。((華法經》要 9/

1 7 a) 

此f9tl 中， r莫複與語J RP I不要跟他說話J 的意思多譯告梵文 na bhüya ãl叩的// (97 

) ，了莫j 譯自殺且多表示支吾止，「複H是音節成分。

2.3 r連詞+復j錯構

→結構有 f若複 j 、 f 設複 j 、?問複 J 、 f或權 j 、 It兒複 j 等第式 3 通過對

勘我們發現「若」、「設J 、 f或j 、了況j等都散連諂 p 「複」都做音龍成分。但是「而海」中的

j 可以表示語法意義。如:

聽音節「若複j 、「設複j 都譯自梵文 sacet pun缸， sacet punar 相當於表示飯設的

建吾吾「假如J ' I複J 表示音節成分。有時 sacet punar 翻譯為單音節 f若」或[設J 用

聽 J 或「若J 蹦譯的如:

(24) 是發有人，於講法處主益，更有人來，勸令聳聽。((正拳法綴# ' 9/47a) 

(25) 主為女人說法，不露齒笑，不玉昆胸處，乃至為法，猜不親埠，丸稜餘箏。

( <幸事法經#'9/37b)

「需獲j 一般用在動輯、形容詞或動詞，陸詞語之間多表示驚暉，控質或兩種行為的輔

係多還可以權接兩種句子，表示兩件事情位聯繫。有的擇自梵文 api t口，表示轉折關僚，

相當是表本轉折的「但是扒手亨的譯自 ca"'ca' 表示並列蹦係 9 等等。主題造啟用法的譜

法意義IÍl I需J.承擔， I複」起和諧音節的作用。但是[複Jt益有表示其譜法意義自空空如:

(26) 設服良棠 'ffl 稜增劇。((箏法頸予， 9/l 5cl 

此f9úr甜禱j 中的 f而j表示連接關喙 3f搜j;是梵文 bhûyas 的翻譯， bhíiy的

接回情況較前更進了一步，相當於「吏J 0 

f或複j 有表示選擇和表示不定的稱代兩種用法 3 多譯自悅和 uta' 擺手王 位，「複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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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報接足音樺的作用。如:

(27) 或有人禮拜，ii，通往合掌，乃至舉一手，在複小獵頭，以此挨揍像，漸兒無

黨佛。( ~華法怨D ' 9/9al 

通過上闊的對勘和分析亨我們發現對仁區(複) J 結槽，性質的把握應該國文而鞋，

需要在具體的語境中進行具體的分析。如果我們只看到它酹傲[訶尾J 7 的一閉雙或者只

看至2它們做丹紅哥語棄j的一面 3 都在一定程度上帶有片醋，性，我們認為?一盤來說「當時尋

+白(複) J結構有兩種情撓的現象著醬， r連詞+自(複) J結構有兩種情說的現象很少見。

前「否定訶+自(龍) J結構則基本上只有一種現象，卸「白(複) J用來接足音節。總體賄論 3

「在(複) J應該有幫頓大的情況:一類是兩個室主音節誨亨讀音上連為一體 3 語挂上一個屬

，另一個屬下;另…類是一個變音節詞。這又有兩種情沒?一種是f 島(複) J作為構拇

譜京與前面的語素構成問義複合諦，另→種是「自{複) J 附在鵑…餾單音節調f表面，作音

節言吾家。空以滿足佛經文體的話耍。

之表示連接的「乃至j

李維E吾先生 (1993 : 95 ; 200生: 219) 認為「乃至J 可以吊在中閱有當略的敘事的倒

數第一件事之前成倒數最後兩三件事之前，表示故事關餘的連續。站一用法是本土文獻

沒有的。我們的對勘進一步證明了李維琦先生造…分新是正確的。如:

(2的如是一小劫，乃至十主塾，結加跌至佳，身心來動，而諸佛法，猜不在箭。

(~華法J酌 ， 9/22b) 

此伊j劃總部分 f一小劫?乃至十卒劫J 從梵文忱的kam(一}叩 i dvitìyam (二) api 

trtìyakam (三) api caturtham (四) api v孟 pañcamam(五) api ~a♀ tham (六) api saptam (七)

apl 的tam (J\J api navam (九) api ~a~thamd的am(十) api antaraka1paTjl (小劫) (1 生 1 頁)

譯束。梵文中所敘湛的一至!J十小劫每一站都到學出來 9 譯者在敘述第一小勢之復合把中

間的工至九劫都會略縛，在倒數第一劫之葫用 f乃至J表示連續的敘事關{系。再如:

(29) 釋扭扭商時佛言:新發意答獲勸人助其歡紋，得何等為?隨次第上菩薩勸人

劫其欲放，得何等福?乃至三阿慘越致，上五河，推顏，勸人助其歡紋，得何等

為?佛語釋提經喝:須彌山稱之尚可知斤繭，從勸幼代初發意菩薩歡放，其為

求可貴。(後漢支書畫迦識草草《道行般若酌 ， 8/465 c) 

.ú"七側的僚、典文佛經把菩韓階位的研謂「十住j 都一沾一掏出，餵按簫騙不筒，轉引梵

文。言學者列舉了第一位時「新發意」句第二位帶「臨次第上J 、第七位階「悶權益事

致j 、第十位精「悶，做顏J '還有六位階智路，在倒數第二位闊前面用「乃至j 表示敘

7 從現代語言學的角度發的話，把?自/復j 發微詞遠不是從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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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闊的內容被當瞎想用[乃 語帶過。

我們發現在列舉連續的數量關保時息是個數第一f間數之前或悔j數最後兩三位數之前

用?乃至 J o -W~(28) 也可以囑按此種情況。再胡:

(30) 其家廣犬，唯有一門，多說人萃，…百二苔，乃至五百人，止住其中。

(的去箏經> '9 1l 2b) 

此Wú 中， I 一百、 乃至五百人j 擇自梵文 dvayor(二) vã trayãlpl.rp. (::::) vã 

caturnã rp. (間) vã P叭叭叭郎(五) vã prãni 耐 satanam (愚忠好) (按:梵文沒高 í~ J) 0 

譯者譯出了數論(一百二百J 和最後一個數「五百J '在[五百j 前面省略了數有這「三在閱

百h 阿用!乃至J表示體續的數量關懷。從小對大數鵲省略用「乃至J '從大至4小數誦會略

tE鼎 J乃至J '具體方法一樣。 用「乃至J 的目的是為了表達上的簡明扼要 c

四 表示並翔和選擇關係的「若J

在?英譯佛經中 j 苦j 字出現繭樹新的譜法現象﹒ A聞是在立全列多積的每項之前表示

選擇鸝館、形成「若X若x-..口 .1 格式;二二是在鼓阿爾項或多頃的每壤之前表示並頁。鸝嘿，

形成「若X若XJ 或[者文若X... ...J 格式。

人表示i選擇鷗{萃的 f若卜在本主文獻中它多數用投稿現之餌，少數府在悶頭的每

壤之前 p 但在漢譯佛經中它卻還能用在並封多頃的每環之前，出現(若X若x......J 格式。

如:

(31 )吞吞處處，若說、若譜、若論、若書、若經卷所住處，學學應起..\:::寶塔。

(乏法草擬)， 9/31b)

(32) 若求市若丸、若誼會香，持是經者，於此間仗，悉能分別。伏法毒草綠) , 91 

'J. 8b) 

用在並月三事項的每項之前的「若j 字可以出現在名詞、動詞或數語等多類詞

散步表示聽擇關保。 崗位 1)中;若說、著讀、茗，誦、若醬、若經卷所住處JtlJ í說經處、請

聽處、誦經慮、香經廳、經卷所住處J ' í若j 期在是華{聞處朗誦諧的前面，形成(辛苦X若

x......J 格式。 i直插格式的產生完全是凳文翻囂的影響。在梵文語法塾， vã經常7被使用在

分離，陸姐等unctivd 的句子中，在位置上品現在每傭詞瑣的復語言?表示對常項版上詢:頂起

還擇作用，相當於笑語中的 eÍth付 "'or'" ，漢語中的「不管是... ...政…...或...... J 0 

z二j 譯自究文本變詢 vã '徑而形成?若X若X ﹒ ....J 格式。如備 (31 )擇自梵文指單也

khaiu punar(此時 bhai吋yaraja (來到 prthivIprad的划所有地方) aya rp. (注tJ dharmaparyãyo 

(嘉軒 bh主持reta (所說) vã (主 de 立 yeta (所說) vã (車r) likhyeta (所寫) vã (主'f) sVãdhyayeta 

(見if 誦) vã (答) sa rp. gIyeta (五背誦) v晨(者) tasmin (此! bhai 手 ajyaraja (碧藍Il prthivïprad的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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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餅，為地方) tathãgatacaityaIP (如來) karayit趴ryarp(寫起) mahantarp (如 ratnamayam (草書研

成)//(20。真)。種過對勘我們發現「若Jí是梵文中的 vã 翻譯過來，且是重要詞對譚，在

語序上梵文用復置詢彤式，漢語用前實詢形式，形成了每個詞前揖都有「若Hl"J情況。

再如:

(33) bhäsyeta (說1 vä(辛苦) ddyeta (續) vä(主!j l likhyeta (發) vã (;E:) svãdhyãyeta 

吟唱) vã(幸~) sarpglyeta (誦) vã( 這~) /1 (200頁)
此段梵文的意思是: (對~經卷)不管是讓 9 或是誦 s 或是說，或是寓， (都將會

得封八百眼功德)。羅什把它譯成「若讀 3 若諦，若解說，若書寫J (做學酌， 9/ 生 7ε) 會

「若j字的來源顯而易見。用於數詞前面表示選擇關攘的 f若J字，佛經中常見的「若百若干

若百千-J 說來自梵文 sata Q1 (頁) vã 喵) sahasrarp (T) vã (和 satasahasra Q1 (在 f) vã 

(若)。

通過對勘我們知道主是譯佛經中表示選擇關樣的「若j用於每餌詞墳前醋的原自 p 就是

譯者依據原典文的格式照搬造成的。

B. 表示提到關f萃的 f若j 字，在本土文顱中它只用在並列兩皮之間，但在漢譯鶴經

中它卻還能用在並到吶。頭的每頂之前或並則多項的每項之前，出現f若X若xJ或{若X若

x... … J 緒式。 f若X著xJ格式餅如:

(34) 發萃若善男子善女人，有能受持《法學經〉者，學讀論通利，叢書寫經卷，

得錢所福? (<法毒草經>> '分 158b)! 是時2缸中無有一人，是全身旁心，而生懈倦。

(向上 '9/4al/ 按1乎成常獨處山林樹下，是吾坐是安行，每作是念"- -.. (馬上 ， 91 

很簡單，我們對勘之後就明白， í若X若xJ格式來自 ca"'ca… apl 對諱， ca"'ca'" 

apl 相當於漢語「....一和... ...都h 譯經者照搬梵文的句式，譯成了 f若X若xJ 格式雪

在梵文草委闊的用建非常纜，它經常作為小品銷依附在名詞的後國雪表示並列關懷。當它

有1人稱代說搭配時~ ~，、須有非常完備的形式出現。如 tλ.va ca m汶口la ca. 0 有時 ca 還蟬接

瞥個句子或句子的…部分。可見[若X若xJ 格式中的 f若j譯自仰，表示並封關擇。

「若X 幸3'x 一. .., J 格式倒如:

(35) 使無何求得其便去，若魔、若魔子、芳Z龍女、芳E龍氏、若為處F持著這?、若夜

又、若羅劍、若鳩槃茶、若說舍閥、完全會遮、若當學那、去告會陀羅等。諸惱人

者，告不得便。((法一筆經>> ' 9/60a) /若此法師得是陀羅尼，若夜又、遠去吾吾剎、

若當單那、若-g遠、芳鳩槃茶、若餓鬼等，何求其鏈，無能得便。(閱土 ， 91 

58cl 

同樣譯聽者也是照搬梵文卜'vã (ca) "'vã (ca) ......J 格式而出現「若X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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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 格式，原典文中下 fffî皆種語首形式很常見。如

行。) apra丸'arìti ta f!1 (不青海勝) Sramar.lena í 全þ 門) vä(矜) brqhmar戶口a( 婆裝置?可) vã(老f)

devena CÆl vã (這\') mãrena (單單) vã (含) b此hmana(錄) vã (若) kenacid (任何}

vã( 若) punar (其他) 101閱(世間) saha (與. {兵) dharme 平 a(法 )//(155 頁)

譯者們可般都把它譯作「若沙門、若婆羅門事若天、若麗、若梵、若餘世間，所不

能轉J@ (如《法草經})。我們注意封，在漢譯佛經中用作並列關樣的 用和

件:選擇關僚的「若」字在下面三餌方面存在共;'1注:叫道舟數量大體相當 ;b出現的梅式相

向， c. 二_.者的來源棉墟。誼是為什麼?…般來說，表示並列的 J若J來自梵文表示並刻的

凹，表示選擇的「若j 來自梵文表示還是擇的 vã 0 但是在梵文語法草委 vã 有時可以和閱或

api 互換 vã 和 ca 都既可以表示禮擇又可以表示競列，於是用來對譯表選擇時的「若J

字自然也就可以用來對譯表並甜的 ca .倒也可以說主要是由於 vã 和忱的功能互換，提

前引起表示並列的;若」字和表示選擇揖[若j 在上面三三方商具有共性。

五餘論

漢譯鴨鍾的翻譯，是否然會引起漢語語苦的一些變化，也必然在漢語史上留下了一些

痕跡。我們的目的是要找出這也痕鵲1 、 j並且控掘出這些痕跡產生的眩目雪 i市覺漢對勘正

好是解決這揖問題的重4要控徑。盤有，一些新的語言現象在漢譯佛經中出琨的頻率上七中

土文獻要普遍草地高警或者只出現在漢譯佛經中多我們曾推測龍是受原典文的影響 r 但經

我們調查，誼與館、典文的翻譯並無關嚀。可是?梵漢對齡是解決這些問聽的好辦法。但

是藍得注意的是今;有些中土文獻解決不了的問題梵漢對勘仍然得不封解決 c 如關殼中古

漢語疑問旬何?不J措式的性質問題，學者們一直至各持己見。何樂士 (1985) 把「不J看作否

定詢，認為 íVp不j格式是反摟闊句;趙新(1楞是)和吳褔祥(1997) 依據語義選擇規財，認

為在 IVP不j格式前面出現「寧(飯) J時，則嘿誌著「不j虛化為聽聞語氣調會則[寧(頗)VP

不j格式是是非問峙，其餘的 ivp:不J 格式都是反復闊前;溫笑容、曹農)1區 (2∞2) 又提出

另一轉觀點?認為「不j絕大多數已經虛化鳥語氣詞，中古 ivp不j格式絕大多數已錄是是

非問句。他們都是說中土文獻本身前角度來討論和分析I扣古漢語提問句門?不j樁式的性

質問題， 1.ê. ~前問題做乎的沒有解決。如果我們說話吝滲透的角度贊把中古時期的漢譯

佛經典梵文議行對勘，用對勘造一方法來譜明這種句式的性質，闊題也同樣持不到解

決。為什麼?因為在邏輯上有問題。即使梵文是價是非偶旬，在翻譯的時候也可能用

複問句來擇。比如英語的 IAre you coming? J顯然是偏是非時旬) {旦翻譯成漢語既可以

譯政「你來嗎? J 也可以譯成「你來不來? J 堅持以漢譯鵲盤中的 ívp不j 即使對擇的是

梵文的是非問旬，也可以有閑種理解，即相當於今天的 IVP嗎 i 和 ivp~不vPJ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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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種理解，就表示「不J 已經處化， fvp不j 是是非問句;如果是後一纜理解，就

「不J 還是一個鶴伐，性的否定誨，沒有薩化， fvp不j 是反複闊何。總之 s 漢梵對

觀雖然是錦經語吉研究的重要方法，但它並不是解決…切問璋的靈丹峰、藥，這是我們在

利用漢梵對勘進行語苔研究的何時倍得警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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