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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密集藏文文法 

20100802（一）~20100910（五）1310-1600 
I. 略語表 
II. 略符表 
III. 藏文原典略語 
IV. 工具書略語 
1. 字母篇 

○1 音節（兩個音節點之間橫向佔一至四個字母的空間）與音節點 

 

1. 前加字母  2. 上加字母 5. 後加字母 6.再後加字母

 

3. 基字 

 
4. 下加字母

 
 
○2 藏文三十字母的組別、寫法、中文意義、讀音、發音部位、羅馬轉寫 

 藏文三十字母（楷書／有頭字） 

第 1 組 
!- #- $- %- 

中文意義 根本；開初 口；臉；前方 何？什麼？ 我 

讀音 〔gah〕/〔ㄍㄚˋ〕 〔kah〕/〔ㄎㄚˋ〕 〔kav〕/〔ㄎㄚˊ〕 〔ngav〕/〔ng ㄚˊ〕

發音部位 喉音（guttural/velar） 

Wylie 羅馬轉寫 ka kha  ga nga 
USLC 羅馬轉寫 ka kha ga ṅa 

第 2 組 
&- (- ) - *- 

中文意義 －－－ 雙，對；部分 茶 魚；望，滿月 

讀音 〔jyah〕/〔ㄐㄧㄚˋ〕 〔qyah〕/〔ㄑㄧㄚˋ〕 〔qyav〕/〔ㄑㄧㄚˊ〕 〔ngyav〕/〔ng ㄧㄚˊ〕

發音部位 上顎音或口蓋音（palatal） 

Wylie 羅馬轉寫 ca cha  ja nya 
USLC 羅馬轉寫 ca cha ja ña 

第 3 組 
+- ,- .- /- 

中文意義 －－－ －－－ 現在 
生病；在……中；年

齡 

讀音 〔dah〕/〔ㄉㄚˋ〕 〔tah〕/〔ㄊㄚˋ〕 〔tav〕/〔ㄊㄚˊ〕 〔nav〕/〔ㄋㄚ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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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音部位 齒音（dental） 

Wylie 羅馬轉寫 ta tha  da na 
USLC 羅馬轉寫 ta tha  da na 

第 4 組 
0- 1- 2- 3- 

中文意義 （語尾助詞） 父親 乳牛 母親；不（否定）

讀音 〔bah〕/〔ㄅㄚˋ〕 〔pah〕/〔ㄆㄚˋ〕 〔pav〕/〔ㄆㄚˊ〕 〔mav〕/〔ㄇㄚˊ〕 

發音部位 唇音（labial） 

Wylie 羅馬轉寫 pa pha  ba ma 
USLC 羅馬轉寫 pa pha  ba ma 

第 5 組 
4- 5- 6- 7- 

中文意義 －－－ 鹽；刺痛；炎熱 －－－ 狐狸 

讀音 〔zah〕/〔ㄗㄚˋ〕 〔cah〕/〔ㄘㄚˋ〕 〔cav〕/〔ㄘㄚˊ〕 〔wav〕/〔ㄨㄚˊ〕 

發音部位 齒音（dental） 唇音（labial） 

Wylie 羅馬轉寫 tsa tsha  dza va/wa 
USLC 羅馬轉寫 tsa tsha  dza va/wa 

第 6 組 
8- 9- :- ;- 

中文意義 －－－ 吃 －－－ 上方；單，只 

讀音 〔xyav〕/〔ㄒㄧㄚˊ〕 〔sav〕/〔ㄙㄚˊ〕 〔av〕/〔ㄚˊ〕 〔yav〕/〔ㄧㄚˊ〕 

發音部位 上顎音 齒音 喉音 上顎音 

Wylie 羅馬轉寫 zha za  ’a ya 
USLC 羅馬轉寫 źa za ’a ya 

第 7 組 
<- =- >- ?- 

中文意義 山羊 山；上山路 肉 地；泥土；處所 

讀音 〔rav〕/〔ㄖㄚˊ〕 〔lav〕/〔ㄌㄚˊ〕 〔xyah〕/〔ㄒㄧㄚˋ〕 〔sah〕/〔ㄙㄚˋ〕 

發音部位 

捲舌音 

（cerebral/retroflex/l

ingual） 

齒音／流音 上顎音 齒音 

Wylie 羅馬轉寫 ra la  sha sa 
USLC 羅馬轉寫 ra la śa sa 

第 8 組 
@- A- 

中文意義 哈氣 －－－ 

讀音 〔hah〕/〔ㄏㄚˋ〕 〔ah〕/〔ㄚ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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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音部位 喉音 

Wylie 羅馬轉寫 ha a  
USLC 羅馬轉寫 ha a 

 
○3 藏文三十字母與四個母音符號的組合 

 $A-$- 82?-G- :PJ%-2- /-<R- 

第一組 
字母 1 

!- !A- !- !J- !R- 

 〔gah〕/〔ㄍㄚˋ〕 〔gih〕/〔ㄍㄧˋ〕 〔guh〕/〔ㄍㄨˋ〕 〔geh〕/〔ㄍㄝˋ〕 〔goh〕/〔ㄍㄛˋ〕

Wylie 
羅馬轉寫 

ka ki  ku ke ko 

USLC 
羅馬轉寫 

ka ki  ku ke ko 

第一組 
字母 2 

#- #A- #- #J- #R- 

 〔kah〕/〔ㄎㄚˋ〕 〔kih〕/〔ㄎㄧˋ〕 〔kuh〕/〔ㄎㄨˋ〕 〔keh〕/〔ㄎㄝˋ〕 〔koh〕/〔ㄎㄛˋ〕

Wylie 
羅馬轉寫 

kha khi  khu khe kho 

USLC 
羅馬轉寫 

kha khi  khu khe kho 

第一組 
字母 3 

$- $A- $- $J- $R- 

 〔kav〕/〔ㄎㄚˊ〕 〔kiv〕/〔ㄎㄧˊ〕 〔kuv〕/〔ㄎㄨˊ〕 〔kev〕/〔ㄎㄝˊ〕 〔kov〕/〔ㄎㄛˊ〕

Wylie 
羅馬轉寫 

ga gi  gu ge go 

USLC 
羅馬轉寫 

ga gi  gu ge go 

第一組 
字母 4 

%- %A- %- %J- %R- 

 〔ngav〕/〔ng ㄚˊ〕 〔ngiv〕/〔ng ㄧˊ〕 〔nguv〕/〔ng ㄨˊ〕 〔ngev〕/〔ng ㄝˊ〕 〔ngov〕/〔ng ㄛˊ〕

Wylie 
羅馬轉寫 

nga ngi  ngu nge ngo 

USLC 
羅馬轉寫 

ṅa ṅi  ṅu ṅe ṅo 

第二組 
字母 1 

&- &A- &- &J- &R- 

 〔jyah〕/〔ㄐㄧㄚˋ〕 〔jyih〕/〔ㄐㄧㄧˋ〕 〔jyuh〕/〔ㄐㄧㄨˋ〕 〔jyeh〕/〔ㄐㄧㄝˋ〕 〔jyoh〕/〔ㄐㄧㄛ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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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lie 
羅馬轉寫 

ca ci  cu ce co 

USLC 
羅馬轉寫 

ca ci  cu ce co 

第二組 
字母 2 

(- (A- (- (J- (R- 

 〔qyah〕/〔ㄑㄧㄚˋ〕 〔qyih〕/〔ㄑㄧㄧˋ〕 〔qyuh〕/〔ㄑㄧㄨˋ〕 〔qyeh〕/〔ㄑㄧㄝˋ〕 〔qyoh〕/〔ㄑㄧㄛˋ〕

Wylie 
羅馬轉寫 

cha chi  chu che cho 

USLC 
羅馬轉寫 

cha chi  chu che cho 

第二組 
字母 3 

)- )A- )- )J- )R- 

 〔qyav〕/〔ㄑㄧㄚˊ〕 〔qyiv〕/〔ㄑㄧㄧˊ〕 〔qyuv〕/〔ㄑㄧㄨˊ〕 〔qyev〕/〔ㄑㄧㄝˊ〕 〔qyov〕/〔ㄑㄧㄛˊ〕

Wylie 
羅馬轉寫 

ja ji  ju je jo 

USLC 
羅馬轉寫 

ja ji  ju je jo 

第二組 
字母 4 

*- *A- *- *J- *R- 

 〔ngyav〕/〔ng ㄧㄚˊ〕 〔ngyiv〕/〔ng ㄧㄧˊ〕 〔ngyuv〕/〔ng ㄧㄨˊ〕 〔ngyev〕/〔ng ㄧㄝˊ〕 〔ngyov〕/〔ng ㄧㄛˊ〕

Wylie 
羅馬轉寫 

nya nyi  nyu nye nyo 

USLC 
羅馬轉寫 

ña ñi  ñu ñe ño 

第三組 
字母 1 

+- +A- +- +J- +R- 

 〔dah〕/〔ㄉㄚˋ〕 〔dih〕/〔ㄉㄧˋ〕 〔duh〕/〔ㄉㄨˋ〕 〔deh〕/〔ㄉㄝˋ〕 〔doh〕/〔ㄉㄛˋ〕

Wylie 
羅馬轉寫 

ta ti  tu te to 

USLC 
羅馬轉寫 

ta ti  tu te to 

第三組 
字母 2 

,- ,A- ,- ,J- ,R- 

 〔tah〕/〔ㄊㄚˋ〕 〔tih〕/〔ㄊㄧˋ〕 〔tuh〕/〔ㄊㄨˋ〕 〔teh〕/〔ㄊㄝˋ〕 〔toh〕/〔ㄊㄛˋ〕

Wylie 
羅馬轉寫 

tha thi  thu the tho 

USLC tha thi  thu the 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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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轉寫 

第三組 
字母 3 

.- .A- .- .J- .R- 

 〔tav〕/〔ㄊㄚˊ〕 〔tiv〕/〔ㄊㄧˊ〕 〔tuv〕/〔ㄊㄨˊ〕 〔tev〕/〔ㄊㄝˊ〕 〔tov〕/〔ㄊㄛˊ〕

Wylie 
羅馬轉寫 

da di  du de do 

USLC 
羅馬轉寫 

da di  du de do 

第三組 
字母 4 

/- /A- /- /J- /R- 

 〔nav〕/〔ㄋㄚˊ〕 〔niv〕/〔ㄋㄧˊ〕 〔nuv〕/〔ㄋㄨˊ〕 〔nev〕/〔ㄋㄝˊ〕 〔nov〕/〔ㄋㄛˊ〕

Wylie 
羅馬轉寫 

na ni  nu ne no 

USLC 
羅馬轉寫 

na ni  nu ne no 

第四組 
字母 1 

0- 0A- 0- 0J- 0R- 

 〔bah〕/〔ㄅㄚˋ〕 〔bih〕/〔ㄅㄧˋ〕 〔buh〕/〔ㄅㄨˋ〕 〔beh〕/〔ㄅㄝˋ〕 〔boh〕/〔ㄅㄛˋ〕

Wylie 
羅馬轉寫 

pa pi  pu pe po 

USLC 
羅馬轉寫 

pa pi  pu pe po 

第四組 
字母 2 

1- 1A- 1- 1J- 1R- 

 〔pah〕/〔ㄆㄚˋ〕 〔pih〕/〔ㄆㄧˋ〕 〔puh〕/〔ㄆㄨˋ〕 〔peh〕/〔ㄆㄝˋ〕 〔poh〕/〔ㄆㄛˋ〕

Wylie 
羅馬轉寫 

pha phi  phu phe pho 

USLC 
羅馬轉寫 

pha phi  phu phe pho 

第四組 
字母 3 

2- 2A- 2- 2J- 2R- 

 〔pav〕/〔ㄆㄚˊ〕 〔piv〕/〔ㄆㄧˊ〕 〔puv〕/〔ㄆㄨˊ〕 〔pev〕/〔ㄆㄝˊ〕 〔pov〕/〔ㄆㄛˊ〕

Wylie 
羅馬轉寫 

ba bi  bu be bo 

USLC 
羅馬轉寫 

ba bi  bu be bo 

第四組 
字母 4 

3- 3A- 3- 3J- 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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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v〕/〔ㄇㄚˊ〕 〔miv〕/〔ㄇㄧˊ〕 〔muv〕/〔ㄇㄨˊ〕 〔mev〕/〔ㄇㄝˊ〕 〔mov〕/〔ㄇㄛˊ〕

Wylie 
羅馬轉寫 

ma mi  mu me mo 

USLC 
羅馬轉寫 

ma mi  mu me mo 

第五組 
字母 1 

4- 4B- 4- 4K- 4S- 

 〔zah〕/〔ㄗㄚˋ〕 〔zih〕/〔ㄗㄧˋ〕 〔zuh〕/〔ㄗㄨˋ〕 〔zeh〕/〔ㄗㄝˋ〕 〔zoh〕/〔ㄗㄛˋ〕

Wylie 
羅馬轉寫 

tsa tsi  tsu tse tso 

USLC 
羅馬轉寫 

tsa tsi  tsu tse tso 

第五組 
字母 2 

5- 5B- 5- 5K- 5S- 

 〔cah〕/〔ㄘㄚˋ〕 〔cih〕/〔ㄘㄧˋ〕 〔cuh〕/〔ㄘㄨˋ〕 〔ceh〕/〔ㄘㄝˋ〕 〔coh〕/〔ㄘㄛˋ〕

Wylie 
羅馬轉寫 

tsha tshi  tshu tshe tsho 

USLC 
羅馬轉寫 

tsha tshi  tshu tshe tsho 

第五組 
字母 3 

6- 6B- 6- 6K- 6S- 

 〔cav〕/〔ㄘㄚˊ〕 〔civ〕/〔ㄘㄧˊ〕 〔cuv〕/〔ㄘㄨˊ〕 〔cev〕/〔ㄘㄝˊ〕 〔cov〕/〔ㄘㄛˊ〕

Wylie 
羅馬轉寫 

dza dzi  dzu dze dzo 

USLC 
羅馬轉寫 

dza dzi  dzu dze dzo 

第五組 
字母 4 

7- 7A- 7- 7J- 7R- 

 〔wav〕/〔ㄨㄚˊ〕 〔wiv〕/〔ㄨㄧˊ〕 〔wuv〕/〔ㄨㄨˊ〕 〔wev〕/〔ㄨㄝˊ〕 〔wov〕/〔ㄨㄛˊ〕

Wylie 
羅馬轉寫 

va/wa vi/wi  vu/wu ve/we vo/wo 

USLC 
羅馬轉寫 

va/wa vi/wi  vu/wu ve/we vo/wo 

第六組 
字母 1 

8- 8A- 8- 8J- 8R- 

 〔xyav〕/〔ㄒㄧㄚˊ〕 〔xyiv〕/〔ㄒㄧㄧˊ〕 〔xyuv〕/〔ㄒㄧㄨˊ〕 〔xyev〕/〔ㄒㄧㄝˊ〕 〔xyov〕/〔ㄒㄧㄛˊ〕

Wylie 
羅馬轉寫 

zha zhi  zhgu zhe z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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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LC 
羅馬轉寫 

źa źi  źu źe źo 

第六組 
字母 2 

9- 9A- 9- 9J- 9R- 

 〔sav〕/〔ㄙㄚˊ〕 〔siv〕/〔ㄙㄧˊ〕 〔suv〕/〔ㄙㄨˊ〕 〔sev〕/〔ㄙㄝˊ〕 〔sov〕/〔ㄙㄛˊ〕

Wylie 
羅馬轉寫 

za zi  zu ze zo 

USLC 
羅馬轉寫 

za zi  zu ze zo 

第六組 
字母 3 

:- :A- :- :J- :R- 

 〔av〕/〔ㄚˊ〕 〔iv〕/〔ㄧˊ〕 〔uv〕/〔ㄨˊ〕 〔ev〕/〔ㄝˊ〕 〔ov〕/〔ㄛˊ〕 
Wylie 

羅馬轉寫 
’a ’i  ’u ’e ’o 

USLC 
羅馬轉寫 

’a ’i  ’u ’e ’o 

第六組 
字母 4 

;- ;A- ;- ;J- ;R- 

 〔yav〕/〔ㄧㄚˊ〕 〔yiv〕/〔ㄧㄧˊ〕 〔yuv〕/〔ㄧㄨˊ〕 〔yev〕/〔ㄧㄝˊ〕 〔yov〕/〔ㄧㄛˊ〕

Wylie 
羅馬轉寫 

ya yi  yu ye yo 

USLC 
羅馬轉寫 

ya yi  yu ye yo 

第七組 
字母 1 

<- <A- <- <J- <R- 

 〔rav〕/〔ㄖㄚˊ〕 〔riv〕/〔ㄖㄧˊ〕 〔ruv〕/〔ㄖㄨˊ〕 〔rev〕/〔ㄖㄝˊ〕 〔rov〕/〔ㄖㄛˊ〕

Wylie 
羅馬轉寫 

ra ri  ru re ro 

USLC 
羅馬轉寫 

ra ri  ru re ro 

第七組 
字母 2 

=- =A- =- =J- =R- 

 〔lav〕/〔ㄌㄚˊ〕 〔liv〕/〔ㄌㄧˊ〕 〔luv〕/〔ㄌㄨˊ〕 〔lev〕/〔ㄌㄝˊ〕 〔lov〕/〔ㄌㄛˊ〕

Wylie 
羅馬轉寫 

la li  lu le lo 

USLC 
羅馬轉寫 

la li  lu le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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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組 
字母 3 

>- >A- >- >J- >R- 

 〔xyah〕/〔ㄒㄧㄚˋ〕 〔xyih〕/〔ㄒㄧㄧˋ〕 〔xyuh〕/〔ㄒㄧㄨˋ〕 〔xyeh〕/〔ㄒㄧㄝˋ〕 〔xyoh〕/〔ㄒㄧㄛˋ〕

Wylie 
羅馬轉寫 

sha shi  shu she sho 

USLC 
羅馬轉寫 

śa śi  śu śe śo 

第七組 
字母 4 

?- ?A- ?- ?J- ?R- 

 〔sah〕/〔ㄙㄚˋ〕 〔sih〕/〔ㄙㄧˋ〕 〔suh〕/〔ㄙㄨˋ〕 〔seh〕/〔ㄙㄝˋ〕 〔soh〕/〔ㄙㄛˋ〕

Wylie 
羅馬轉寫 

sa si  su se so 

USLC 
羅馬轉寫 

sa si  su śe śo 

第八組 
字母 1 

@- @A- @- @J- @R- 

 〔hah〕/〔ㄏㄚˋ〕 〔hih〕/〔ㄏㄧˋ〕 〔huh〕/〔ㄏㄨˋ〕 〔heh〕/〔ㄏㄝˋ〕 〔hoh〕/〔ㄏㄛˋ〕

Wylie 
羅馬轉寫 

ha hi  hu he ho 

USLC 
羅馬轉寫 

ha hi  hu he ho 

第八組 
字母 2 

A- AA- A- AJ- AR- 

 〔ah〕/〔ㄚˋ〕 〔ih〕/〔ㄧˋ〕 〔uh〕/〔ㄨˋ〕 〔eh〕/〔ㄝˋ〕 〔oh〕/〔ㄛˋ〕 
Wylie 

羅馬轉寫 
a i  u e o 

USLC 
羅馬轉寫 

a i  u e o 

 

※總共有二十八個子音與五個母音 

※三十個字母不等於二十八個子音  

※四個母音符號不等於五個母音 
 
 

 
問題： 
（1）默寫藏文三十字母 
（2）藏文有幾個字母？幾個母音符號？幾個子音？幾個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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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寫出哪幾個字母沒有子音？  
（4）每個字母都帶有什麼母音？哪一個母音符號的作用是讓母音 a 變成母音 o？ 
（5）藏文三十字母的頭部是指甚麼？ 
（6）藏文三十字母中有幾個字母也是鼻音字母？  
（7）藏文三十字母中有幾個字母是捲舌音？  
（8）上顎音的〔ㄧ〕是屬於子音還是母音？ 
（9）藏文四個母音符號的名稱（讀音）為何？ 
 
2. 拼音篇 
2.1. 音節內部的拼音 
○4 音節內部前加字母等等的書寫順序、拼音順序及所用的藏文字母 

 

1. 前加字母  2. 上加字母 5. 後加字母 6.再後加字母

 

3. 基字 

 
4. 下加字母

※前加字母（五個）：
$-

、
.-

、
2-

、
3-

或
:- 

※上加字母（三個）：
<-

、
=-

或
?- 

※基字（三十個）：藏文三十字母的任何一個皆可作為基字 

※下加字母（四個）：
7-

、
;-

、
<-

或
=- 

※後加字母（十個）：
$-

、
%-

、
.-

、
/-

、
2-

、
3-

、
:-

、
<-

、
=-

或
?- 

※再後加字母（二個）：
.-

（今已不用）或
?- 

○5 單音節內部辨認基字的方法 

※帶有母音符號或上、下加字母者，是基字。例如：
.$R?-

、
{.-

。 

※沒有母音符號或上、下加字母的情況： 

․兩個字母拼成的音節，第一個字母是基字。例如：
$%-

。 

․三個字母拼成的音節，若第三個字母是
?-

，而第二個字母是
$-

、
%-

、
2-

、
3-

的任

何一個時，第一個字母是基字。例如：
;A-.$?-

、
$%?-

、
,2?-

、
#3?-

。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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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第二個字母是基字。例如：
2&?-

。 

․四個字母拼成的音節，第二個字母是基字。例如：
2?3?-

。 

○6 藏文三十字母當中，有十一個字母（佔三十字母的 36.7%）當作為基字使用

時，其發音或聲調會受前加字母或上加字母影響。→ 這十一個字母要記下來！ 

※四個鼻音
%-

、
*-

、
/-

、
3-

與上顎音
;-

若為基字，而同音節中只要有前加字母或上

加字母，則前述五個基字的聲調將由注音符號的第二聲改為第四聲。（vol. 1, p. 

65） 

※五個低升調送氣音
$-

、
)-

、
.-

、
2-

、
6-

若為基字，而同音節中只要有前加字母或

上加字母，則前述五個基字的子音將由送氣音變為非送氣音。（vol. 1, p. 66） 

※若
@-

為基字，而上加字母為
=-

時，讀作〔hlah〕。亦即舌尖在碰觸上門牙的牙

背、發出〔lah〕的同時，必須伴隨送氣音〔h〕。（vol. 1, p. 66） 

○7 藏文三十字母當中，除了○6 當中的那十一個之外，其餘十九個字母（佔三十字

母的 63.3%）當作為基字使用時，其發音部位與聲調不受前加字母與上加字母

的影響。 

○8 基字與下加字母的組合（下加字母主要影響基字的子音部分） 

基字與下加字母的組合（vol. 1, pp. 56, 57, 59, 60） 

基字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第七組 

第

八

組 
 !- #- $- &- *- +- ,- .- /- 0- 1- 2- 3- 4- 5- 8- 9- <- =- >- ?- @- 

7- 6- 7- 8- 9- M- ;- <-  ?-   A-   C- D- E- F- G- H- I- J- K- 

讀

音 
gah kah kav chav

jya

h 

ngy

av 
dah  tav qyah  zah cah xyav sav rav lav xyah sah hah

;- G- H- I-        J- K- L- M-          

下

加

字

母 

讀

音 gyah kyah kyav       
jya

h
qyah qyav

ngy

av
   

      



 11

<- N- O- P-    Q- R- S- y- T- U- V- W-       X- Y- Z- 

讀

音 zhah chah chav    zhah chah chav nav
zha

h
chah chav

ma

v
      xyah sah

sha

h

=- [-  \-          ]-     ^- _-   a-  

讀

音 
lah  lah        lah    dav lah   lah

※例外情況：下加字母
7-

可以接在其他下加字母底下。例如
9-0-

「男眾僧人」和

A-
「卦象，徵兆，運氣」。 

○9 基字同時與上加字母及下加字母的組合 

基字同時與上加字母及下加字母的組合（vol. 1, p. 64） 

基字  
第一組 第三組 第四組 

 !- $- /- 0- 2- 3- 

上加
<- 

下加
;- 

n- 

 

o- 

 

   p- 

讀音 gyah gyav    ngyah 

上加
?- 

下加
;- 

*- +-  ,- .- /- 

讀音 gyah gyav  jyah jyav ngyah 

上加
?- 

下加
<-

 

0- 1- 2- 3- 4- 5- 

上

加

字

母

與

下

加

字

母 

讀音 zhah zhav nah zhah zhav m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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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基字與十個後加字母的組合（後加字母主要影響基字的母音部分） 

基字的母音與十個後加字母的組合（vol. 1, pp. 60~ 63）

基字的母音 十個後加字母 拼音結果 

-$- -ak 

-%- -ang 

-.- -e 

-/- -en 

-2- -ap 

-3- -am 

-:- -a 

-<- -ar 

-=- -el 

a 

-?- -e 

-$- -ik 

-%- -ing 

-.- -i 

-/- -in 

-2- -ip 

-3- -im 

i 

-:-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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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 

-=- -il 

-?- -i 

-$- -uk 

-%- -ung 

-.- -ü 

-/- -ün 

-2- -up 

-3- -um 

-:- -u 

-<- -ur 

-=- -ül 

 

 

u 

 

 

-?- -ü 

-$- -ek 

-%- -eng 

-.- -e 

-/- -en 

-2- -ep 

e 

-3-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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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er 

-=- -el 

-?- -e 

-$- -ok 

-%- -ong 

-.- -ö 

-/- -ön 

-2- -op 

-3- -om 

-:- -o 

-<- -or 

-=- -öl 

o 

-?- -ö 

 
○11其他重要拼音規則 

※後加字母
%-

、
/-

、
3-

、
<-

或
=-

之前的聲調若為注音符號的第四聲，須改為第一聲。

（vol. 1, p. 63） 

※
=-

在上加或下加位置時，基字一定不是
=-

，而依序是其下或其上的字母。（vol. 

2, p. 52） 



 15

※若
2-

為基字，而前加字母為
.-

時，讀作注音符號第四聲的〔wah〕而非注音符

號第二聲的〔bav〕。（vol. 1, p. 67） 

※若
2-

為基字，且同時有前加字母
.-

及下加字母
;-

時，讀作注音符號第四聲的

〔yah〕而非注音符號第二聲的〔jyav〕。（vol. 1, p. 67） 

※若
2-

為基字，且同時有前加字母
.-

及下加字母
<-

時，讀作注音符號第四聲的

〔rah〕而非注音符號第二聲的〔zhav〕。（vol. 1, p. 68） 

※從古代的史書或地方語言的殘留當中，我們可以得知，不僅基字、下加字母、

後加字母有發音，甚至前加字母、上加字母及再後加字母原本也是有發音的，

例如《土觀宗派源流》的作者
,:-6/-

要讀作﹝tuh, gwenf﹞而非﹝tuh, 

genf﹞，也就是說
6-

要讀作﹝gwah﹞而非﹝gah﹞。
:1$ ?-0-

「聖者；八思巴，

發合思巴（元代帝師名）」在古代讀作﹝paksh, bah﹞而非﹝pakh, pah﹞。

OA-$4$-
「赤祖（現代拉薩音），可黎可足（古代發音）」在古代讀作﹝krikh, 

zukh﹞而非﹝chikh, zukh﹞。 

七佛通誡偈 
#A$-0-&A:%-3 A-L-8A%-, ,.$J-2-1/-?3-5S$?-0<-,R.,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A-?J3?-/A-;R%?-?-:.=, ,:.A-/A-?%?-o?-2!/-0-;A/, 

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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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偈頌 

{<-3-<2-<A2-3<-3 J- , ,+-3-9A=-0-(-2<- ,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羅什法師譯） 

諸和合所為，如星翳燈幻、（玄奘法師譯）  

,kA-=3-\R$- 3A/-v-2 , :.?-L?-(R?- .J-v<-2v,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羅什法師譯） 

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玄奘法師譯） 

 

懺悔偈 

:.R.-($?-8J-#%-$+A-3$-.2%- , ,=?- %$- .J-28A/-;A.- , 

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 

,#A$-0-2.$- 2IA?-0-&A-3 (A?-0, ,.J- ,3?-&.-2.$- ?R-?R 2>$?, ,  

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 

 
 

※基字同時與上加字母及下加字母組合的相關單詞 

1. n,  n, 
單獨，獨一

 n=-2, 
游泳

 nJ/, 
緣，條件

 nJ/-28A, 
四緣

 o:A-nJ/, 

因緣
 .J-3-,$-nJ/, 

等無間緣
 .3A$?-nJ/, 

所緣緣
 2.$-nJ/, 

增上緣
 

nR%-2,, 
伸展，張開

 nR%->., 
欠伸，伸懶腰

 
 

2. o,  o, 
印，標記，符號；範圍

 o-(J-2:A-=3-IA-<A3-0, 
廣大行道次第

 

o-(J/-,R.-2o., 
廣行派

 o-$<, 
印度 

 o-/$ 
中國

 o-3A, 
漢人

  o-;A$ 

漢文
 o-{., 

漢語
 o-<A$?, 

漢族
 o$-0, 

做，作
 o$?-0, 

飽足；驕

傲；胖
 o/, 

莊嚴；賭注
 o/-S$-3(R$-$*A?, 

二勝六莊嚴
 o2, 

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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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R<, 
支援

 o2-gJ/, 
靠山

 o=-#, 
勝利

 o=-#2, 
國，國家；王宮

 

o=-(J/-<A$?-28A, 
四大天王

 o=-0R, 
國王

 o=-2, 
勝者（佛）

 

o=-0R-9?-$4%-, 
淨飯王

 o=-0R-$9$?-&/-~A%-0R, 
堅影王

 o=-0R-<2-$%-, 
勝

光王
 o=-0R-$?=-o=, 

波斯匿王，勝光王
 o=-0R-M-%/-3J., 

阿育王
 

o=-0R-3-*J?-.P, 
未生怨王

 o-35S, 
海，大海

 o, 
因     

o., 
密續 

3. p,   pA-=3, 
夢
 pR%-2, 

伸張，舒展 

4. *,   *-2R, 
俗人，在家人；灰白色  

*-<J%?, 
黎明，曙光  

*-<J%?-{<-3, 
啟明星

 *2?, 
歸依處，靠山

  *2?-:PR, 
歸依 

 *2?-3$R/, 
怙主，救世主

 *J-.$, 
眾生

 *J-.$:A-2.$-3 R, 
眾生主母，大愛道  

  *J-c-/-:(A, 

生、老、病、死 
 *J-3(J.-2&-$*A?, 

十二處
   gJ/-:VJ=-;/-=$-2&-$*A?, 

十二處
  *J-2, 

出生
 ?J3?-2*J., 

發心
  *R-2, 

悲傷；厭離
 *R<-2, 

重複
  ?-*-0, 

薩迦派 

5. +,   +A.-=$ 
懶散

  +, 
誑，矯現有德

 +-3, 
幻術，魔術

  +-3-3#/, 
幻

師，魔術師
 +-3:A-.0J,

 如幻喻
  

6. ,   ,/-<?-$9A$?, 
觀自在

 ,A, 
總的

 ,R.-0, 
行，行為 

7. .,   .R<-2, 
加行，行動

  

8. /,   /-$, 
筆；竹筆

 /$-2, 
竹筆

 /%-$/?, 
禁飲食齋 

 /R/-0, 
瘋子 

9. 0,   0, 
頭髮 

  0$-0, 
害怕，畏懼

  0/-0, 
興修，建造

  0R.-0, 
驅

逐，流放 

10. 1, 1, 
聲音 

  1A$-0, 
編排

 1A$?-OA3?, 
制度，紀律

  1A2-0-s, 
五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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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2-0-$*A?, 
二障 

 12-0, 
完成；證成；修行

 1%-, 
寓言，神話故事

 

1J-2, 
類推

 1J%-2, 
豎立

 1R, 
翎，有莖鳥羽

 1R-:.R$?, 
增益，虛構 

{<-:.J2?, 
損減，毀謗，抹殺

 1R$-0, 
宣布

  (R?-1R$-0, 
宣說法

 1R/-3, 

燈
 1R/-3J, 

燈
  1R3, 

架子，結構樣式 
 1R=-2, 

救度
 1R=-3, 

度母 

11. 2, 2J=-8A, 
錯亂，凌亂

  

12. 3, 3%-0R, 
乞丐

 3A%-2, 
寄送

 3A/-0, 
雲
  3=-{, 

化身，轉世喇嘛

 3J:, 
獼猴  3R-2,  

歡喜 .$J-2-=-3R-2, 
歡喜於善法

 3R.-0, 
交付，給

予
 

13. 4, 4$-0, 
合併，結合

  4$-#%-, 
郵局

 :PJ=-0-28 A-4$ 
四家合注 4%-2, 

蜂、蚊、蠅等
  4%-lA, 

蜂蜜 4=,
蛇 43-0, 

懷孕
  4J=-2, 

接續，連絡
 

14. 5,  5J-}$?, 
哀號，傷嘆

 

 
2.2. 傳統藏文拼讀法 

有了〈2.1. 音節內部的拼音〉作為基礎，再來學習「傳統藏文拼讀法」（sbyor 

klog），不僅可以幫助初學藏文者記憶單音節內部所有藏文字母的正確拼綴，也

可以讓聽者立即知曉說話者所說的單詞是由哪些字母拼綴而成，從而瞭解其義；

這在同音詞特別多的西藏語文中，更能突顯此拼讀法的重要性。所以「傳統藏文

拼讀法」又稱為「口述正字法」（oral orthography）或簡稱「正字法」（dag cha）。 

 

○12傳統藏文拼讀法的規則 

最大組合音節的傳統藏文拼讀法，主要有四（或五）個步驟：（1） 由左（前

加字母）至右（上加字母）→ （2）由上（前加字母與上加字母的組合音）至中

（基字）→ （3）由中（前加字母、上加字母與基字的組合音）至下（下加字母）

→ （4）拼上母音符號（若有的話）→ （5）由左（前加字母、上加字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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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下加字母與母音符號的組合音）至右（後加字母與再後加字母）。 

其中，在（1）當中，前加字母與上加字母之間，要加上
:R$-

﹝okv﹞「……

後面」的音，表示上加字母位於前加字母的後面；（2）當中，在「前加字母與上

加字母的組合音」（以上加字母為主）和基字之後，要加上
2+$?-

﹝dakh﹞「繫，

綁；附加；命﹝名﹞；施設」的音，表示基字綁在「前加字母與上加字母的組合

音」的下方，而
2+$?-

之後則為「前加字母、上加字母與基字的組合音」；（3）

當中，在「前加字母、上加字母與基字的組合音」和下加字母之後，也要加上

2+$?-
的音，表示下加字母綁在「前加字母、上加字母與基字的組合音」底下，

而
2+$?-

之後則為「前加字母、上加字母、基字與下加字母的組合音」。（參《實

用西藏語文法》，vol. 1, pp. 71-83） 

 

※範例 

․印度重要學者及其重要著作名稱 
印度十七位

班智達： 
二勝 

六莊嚴 
o/-S$-3(R$-$*A?, 

及另外九位

班智達 
 

班智達名 
3#?-0- 

i3?-GA-35/, 

論典名稱 
2!/-2&R?-i3?-GA-35/, 

簡稱 
2#?-3A%-, 

合稱 
5S$?--3A%-, 

東北目

錄編號

《中觀根本慧論》 
.2-3-l-2 ->J?-<2, 

《中論》

l->J, 
No. 3824

《六十正理論》 
<A$?-0-S$-2&-0, 

 No. 3825

六莊嚴 
o/-S$ 

龍樹怙主 
3$R/-0R-[-12, 

《七十空性論》  

六理聚論 
<A$?- 

5S$?-S$ 

No. 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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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2./-2&-0, 

《迴諍論》 
lR.-0-^R$-0, 

lR.-^R$ No. 3828

《細破論》 
8A-3R-i3-0<-:,$-0, 

 No. 3826

《給國王之建言：寶鬘論》

或《中觀寶鬘論》 
o=-0R-=-$+3-L-2-<A/-0R-(J:A-UJ%-2:3, 

.2-3-<A/-(J/-UJ%-2, 

.2-3-<A/- 

(J/-UJ%-2, 

No. 4158

聖提婆或聖

天 
:1$?-0-z, 

《瑜伽行中觀四百論》 
i=-:LR<-,R.-0-.2-3-28A-2o-0, 

28A-2o-0,  No. 3846

《瑜伽師地論》或《五部

地論》 
?-#J-s, 

  No. 
4035- 
4042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 
(R?-3%R/-0-!/-= ?-2+?-0, 

上對法

3%R/-0-$R%-

3, 

 No. 4049

聖無著 
:1$?-0-,R$?- 

3J., 

《攝大乘論》 
,J$-0-(J/-0R-2#?-0, 

《攝乘》

,J$-2#?, 
 No. 4048

《唯識三十論》 
?J3?-43-?3-&-0, 

  No. 4055

《唯識二十論》 
?J3?-43-*A->-0, 

  No. 4056

世親 
.LA$-$*J/, 

《阿毘達磨俱舍論》 下對法  No. 4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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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R/-0-3 6S., 3%R/-0-:R$-

3, 

陳那或方象 
KR$?-GA-\%-0R, 

KR$?-\% -, 

《集量論》 
5.-3-!/-=?-2+?-0, 

  No. 4203

《釋量論》 
5.-3-i3-:PJ=, 

 No. 4210

《量決定論》 
5.-3-i3-%J?, 

 No. 4211

《正理滴論》 
<A$?-,A$?, 

 No. 4212

《因滴論》 
$+/-5B$?-,A$?-0, 

 No. 4213

《成他相續論》 
o.-$8 /-12-0, 

 No. 4219

《諍正理論》 
lR.-0:A-<A$?-0, 

 No. 4218

法稱 
(R?-GA-P$?-0, 

(R?-P$?, 

《觀相屬論》 
:VJ=-2-2g$-0, 

 

七部量論 
5.-3-#J-2./, 

No. 4214

功德光 
;R/-+/-:R., 

《律經》 
:.=-2:A-3.R, 

  No. 4117二勝 
3(R$-$*A?, 

釋迦光 
>G-:R., 

缺譯    

另外九位班

智達 
佛護 
?%?-o ?- 

《佛護論》   No. 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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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3-l-2 :A-:PJ=-0-2:-0-=A-+, 

《入中論》 
.2-3-=-:)$-0, 

  No. 3861月稱 
^-2-P$?-0, 

《明句論》 
5B$-$?=, 

  No. 3860

《入菩薩行論》 
L%-(2-?J3?-.0:A-,R.-0-=-:)$-0, 

《入行》

,R.-:)$ 
 No. 3871寂天 

8A-2-z, 

《集學論》 
2a2-0-!/-=?-2+?-0, 

  No. 3940

《中觀心論》 
.2-3-~A%-0R, 

  No. 3855清辨 
=J$?-w/-:LJ., 

《般若燈論》 
>J?-<2-1R/-3, 

  No. 3853

寂護 
8A-2-:5S, 

《中觀莊嚴論》 
.2-3-o/, 

  No. 3884

《中觀光明論》 
.2-3-$%-2, 

  No. 3887

《修習次第初篇》 
|R3-<A3-.%-0R, 

 No. 3915

《修習次第中篇》 
|R3-<A3-2<-0, 

 No. 3916

蓮華戒 
0E:A-%%-5=, 

《修習次第末篇》 
|R3-<A3-,-3, 

修次三

篇 

 No. 3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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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觀莊嚴論光明釋》 
3%R/-gR$?-o/-IA-$%-2, 

《大釋》

o/-$%-,  

:PJ=-(J/, 

 
No. 3791師子賢 

?J%-$J-29%-0R, 

《現觀莊嚴論明義釋》 
:PJ=-2-.R/-$?=, 

《小釋》

:PJ=-(%-, 

 No. 3793

聖解脫軍 
:1$?-0-1R= -#J, 

《二萬五千頌般若經釋：

光明》 
*A-OA-$%-2, 

  No. 3787

阿底峽 
)R-2R-.0=-w/-A- 

+A->, 

《菩提道燈論》 
L%-(2-=3-IA-1R/-3, 

《道燈》

=3-1R/, 

 No. 4465

 

․重要法語 

?%?-o?-(R?-5S$?-3:3-*2?-:PR-?J3?-2*J., 

歸依發心偈 
?%?-o?-(R?-.%-5S$?-GA-3(R$-i3?-=, ,L%-(2-2<-.-2.$-/ A-*2?-?-3(A, 

,2.$-$A?-.A/-?R$?-2IA?-0:A-5S$?-i3?-GA?, ,:PR-=-1/-KA<-?%?-o?-:P2-0<-> R$ , 

 

v-2-2!:-2+$?-GA-K$-o-28A, 

施設見解為佛語的四法印 
:.?-L?-,3?-&.-3A-g$-0, ,9$-2&?-,3?-&.-#$-2}=-2, 

,(R?-,3?-&.-2.$-3 J.-0, ,M-%/-=?-:.?-0-8A-2:R, , 
 

gR/-0-28A, 

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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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A-gR/-(R?-=-gR/, ,5B$-=-3A-g R/-.R/-=-gR/, 

,S%-.R/-=-3A-gR/-%J?-.R/-=-gR/, ,i3->J?-=-3A-gR/-> J?-<2-=-gR/, 
 

*J?-2-$?3, 

三士 
(%-%-:VA%-.%-3(R$-I<-0?, ,*J?-2-$?3-.->J?-0<-L, 

,.J-.$-35/-*A.-<2-$?=-2?, ,?R-?R:C-.LJ-2-VA-2<-L, , 
 

=3-<A3-IA-(J-2-28A, 

道次第的四殊勝 
.J-;%-(J-2-28A-/A, 2!/-0-,3?-&.-:$=-3 J.-.-gR$?-0:A-(J-2, 

$?%-<2-3-=?-$.3?-%$-+-:(<-2:A-(J-2, o=-2:A-.$R%?-0-2.J-] $-+-fJ.-0: A-(J-2, 

*J?-,R.-(J/-0 R-<%-:$$?-?-:PR-2:A-(J-2-!J-28A-i3?-;A/, , 
 

.2-3-l-2->J?-<2-GA-3(R.-2eR., 

《中觀根本般若論》的書首禮讚 
$%-$A?-gJ/-&A%-:VJ=-2<-:L%-, ,:$$-0-3J.-0-*J-3J.-0,  

,(.-0-3J.-0-g$-3 J.-0, ,:R%-2-3J.-0-:PR-3J.-0, , 

,,-..-.R/-3A/-.R/-$&A$-3A/, ,3R?-0-*J<-8A-8A-2!/-0, 

,mR$?-0:A-?%?-o?-5-i3?-GA, ,.3-0-.J-=-K$-:5=-=R, , 

 

.2-3-=-:)$-0:A-3( R.-2eR., 



 25

《入中論》的書首禮讚 
*/-,R?-?%?-o?-:VA%-i3?-,2-.2%-*J?, 

,?%?-o?-L%-(2-?J3?-.0:-=?-:O%?-> A%-, 

,~A%-eJ:A-?J3?-.%-$*A?-?-3J.-]R-.%-, 

,L%-(2-?J3?-/A-o=-Y?-i3?-GA-o, 

聲聞、中佛、能王生，諸佛 復從菩薩生； 
大悲心與無二慧，菩提心 是佛子因。 
$%-KA<-2lJ-*A.-o=-2:A-=R-+ R$-1/-5S$?-:.A:A, 

,?-2R/-.%-/ A-%J=-=-(-:S-;/-<A%-., 

,=R%?-,R.-$/?-=-(A/-0-v-2<-:.R.-I<-0, 

,.J:A-KA<-2.$-$A?-,R$-3<-~ A%-eJ-2!R.-0<-2IA, 

悲性於佛廣大果，初 猶種子、長 如水， 
常時受用 若成熟，故我先讚大悲心。 
 

3%R/-gR$?-o/-IA-3( R.-2eR., 

《現觀莊嚴論》的書首禮讚 
*/-,R?-8A-2-5 S=-i3?-!/->J?-*A.-GA?-*J<-8A<-:OA.-36.-$%-; A/-.%-, 

,:PR-=-1/-0<-LJ.-i3?-=3->J?-*A.-GA?-:)A$-gJ/-.R/-12-36.-0-$%-, 

,$%-.%-;%-.$-w/-0?-,2-i3?-i3-0-!/-w/-$-5S$?-:.A-$?%?-0, 

,*/-,R?-L%-(2-?J3?-.0:A-5S$?-2&?-?%?-o?-GA-/A-;3-.J-=-K$-:5=, , 

 

5.-3-i3-:P J=-IA-3( R.-2eR.-.%-lR3-0<-.3-2&:-2, 

《釋量論》的書首禮讚與立誓造論 
gR$-0:A-S-2-i3-2?=-8A%-, ,92-&A%-o-( J:A-{-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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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R:C-:R.-9 J<-.$ ,!/-/?-:UR-=-K$-:5=-=R, , 

*J-2R-1=-(J<-1=-=-($?->A%->J?-<2-l=-3J.-0?-/-=J$?-2>.-i3?, 

,.R/-.-3A-$*J<-#R-/<-3-9.-U$-.R$-SA-3-.$-$A?-#%-2<-;%-, 

,;R%?-I<-.J?-/-2.$-=-:.A-/A-$8/-=-1/-0-;A/-8J?-2?3-0:%-3J., 

,?J3?-/A-;/-<A%-=J$?-2>.-$R3?-0-z<-=J/-2*J.-KA<-:.A-=-.$:-2-*J?, , 
 

(R?-3%R/-0: A-36S.-GA-3(R.-2eR., 

《俱舍論》的書首禮讚 
$%-8A$-!/-=-3/-0-$+/-2&R3-8A%-, ,:#R<-2:A-:.3-=?-:PR-2-S%?-36.-0, 

,.R/-28A/-!R/-0-.J-=-K$-:5=-/?, ,(R?-3%R/-36S.-GA-2!/-2&R?-<2-2>.-L, ,  

 

2.3. 音節與音節之間的連讀（參《實用西藏語文法》，vol. 1, pp. 83-88） 
○13改變後音節的聲調或聲母 

※改變後音節的聲調 
前、後二音節當中的後音節，若聲調為中文注音符號的第二聲，那麼在連

讀時，通常會變為第一聲或第四聲。例如： 

2-3R-
「女兒」的後音節聲調由﹝puv, mov﹞變為﹝puv, mof﹞ 

:R-3-
「乳，奶」的後音節聲調由﹝ov, mav﹞變為﹝ov, maf﹞ 

(J/-3R-
「大的」的後音節聲調由﹝qyenf, mov﹞變為﹝qyenf, mof﹞ 

]-3-
「上師」的後音節聲調由﹝lah, mav﹞變為﹝lah, maf﹞ 

3%-*%-
「多少」的後音節聲調由﹝mangv, ngyungv﹞變為﹝mangv, ngyungh﹞ 

.<-o?-
「繁榮，興盛」的後音節聲調由﹝tarv, gyev﹞變為﹝tarv, gyeh﹞ 

※改變後音節的聲母 

當
$-

、
)-

、
.-

、
2-

、
6-

這五個低升調送氣音的聲母位於後音節時，那麼在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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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這些聲母通常會變為非送氣音。例如： 

;A-$J-
「文字，字母，文章」的後音節聲母由送氣的﹝yiv, kev﹞變為﹝yiv, geh﹞ 

:R-)-
「奶茶」的後音節聲母由送氣的﹝ov, qyav﹞變為﹝ov, jyah﹞ 

.-.%-
「仍然」的後音節聲母由送氣的﹝tav, tungv﹞變為﹝tav, dungv﹞ 

\J$?-23-
「經函」的後音節聲母由送氣的﹝lekh, pamv﹞變為﹝lekh, bamf﹞ 

○14改變前音節的韻母 

※讓前音節增加鼻音韻尾 

後音節的基字為
$-

、
)-

、
.-

、
2-

或
6-

的任何一個，而且有上加字母
=-

或前加字

母
:-

、
3-

，則前、後音節在連讀時，前音節的韻母（含母音及韻尾）會有鼻音產

生；其中
:-

和
=-

構成鼻音 〔n〕，而
3-

構成鼻音〔m〕。另外，鼻音之前的母音若

為第四聲，亦須改為第一聲。 

 

範例： 

2R.-uR%?-
「西藏地區」由〔pöv, jongh〕變為〔pönv, jongh〕 

3A-:.$-
「不在」由〔miv, dukh〕變為〔minv, dukh〕 

g-3$R-
「馬頭」由〔dah, goh〕變為〔damf, goh〕 

.0J-36S.-#%-
「圖書館」由〔beh, zöh, kangf〕變為〔bemf, zöh, kangf〕 

,=-:I<-
「應成論式」由〔telf, gyurf〕變為〔telnf, gyurf〕 

2!:-:I<-
「甘珠爾，佛語翻譯，佛說部」由〔gah, gyurf〕變為〔ganf, gyurf〕 

.$:-w/-
「兜率天」由〔gav, denf〕變為〔ganv, denf〕 

.$J-:./-
「僧伽，僧團」由〔gev, dünf〕變為〔genv, dünf〕 

※後音節的前加字母
$-

、
2-

及
3-

，依次會讓沒有後加字母的前音節增加韻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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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及﹝-m﹞。 
範例： 

2&-$&A$-
「十一」的拼讀由〔jyuh, jyikh〕變為〔jyukh, jyikh〕 

2&-$?3-
「十三」的拼讀由〔jyuh, sumf〕變為〔jyukh, sumf〕 

28A-2&-
「四十」的拼讀由〔xyiv, jyuh〕變為〔xyipv, jyuh〕 

s-2o-
「五百」的拼讀由〔ngah, gyah〕變為〔ngaph, gyah〕 

2&R-2o.-
「十八」的拼讀由〔jyoh, gyeh〕變為〔jyoph, gyeh〕 

A-3(R$-
「耳朵」的拼讀由〔ah, qyokh〕變為〔amf, qyokh〕 

o-35/-
「原因」的拼讀由〔gyuv, cenf〕變為〔gyumv, cenf〕 

o-35S-
「海」的拼讀由〔gyav, coh〕變為〔gyamv, coh〕 

※改變前音節的母音 

․前音節為後加字母
:-

或母音結尾，而後音節若為屬格助詞
:A-

〔iv〕，在書寫時通

常將後音節併入前音節（即兩音節間不用音節點隔開）中，此時前、後二音節

必須連讀。連讀時，屬格助詞
:A-

的變音方式與後加字母
.-

和
?-

相同，亦即基字的

母音〔a〕加上
:A-

讀作〔e〕、基字的母音〔i〕加上
:A-

讀作〔i〕、基字的母音〔u〕

加上
:A-

讀作﹝ü﹞、基字的母音〔e〕加上
:A-

讀作〔e〕、基字的母音〔o〕加上
:A-

讀作﹝ö﹞。另外，屬格助詞
:A-

之前的母音若為第 4 聲，亦須改為第 1 聲。 

範例： 

o=-0R:A-#2-
「王舍城」讀作〔gyelv, böf, kaph〕 

]-3:A-(R?-
「上師的法」讀作〔lah, mef, qyöh〕 

&A:A-KA<-
「為何？何以故？」讀作〔jyif, qyi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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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A-36S.-
「虛空藏」讀〔namv, kef, zöv〕 

․前音節為後加字母
:-

或母音結尾，而後音節若為指小助詞 1:-
〔uv〕，在書寫時

通常將後音節併入前音節（即兩音節間不用音節點隔開）中，此時前、後二音節

必須連讀，而且
:-

的聲調由原來的〔uv〕改變為〔uf〕。 

範例： 

LA:-
「雀，小鳥」讀作〔qyivuf〕 

gJ:-
「駒，小馬」讀作〔dehuf〕 

=J:-
「品，節」讀作〔levuf〕 

․若前音節為後加字母
:-

或母音結尾，而後音節為完結助詞
:R-

，在書寫時通常將

後音節併入前音節（即兩音節間不用音節點隔開）中，此時前、後兩音節必須

連讀。 

範例： 

------2v:R,
「應看見……，將看見……」讀作〔dahov〕。 

 

※ 改變前音節的韻母（母音＋韻尾） 

若前音節為後加字母
:-

或母音結尾，而後音節為分合助詞
:3-

或嚴攝助詞
:%-

，在

書寫時通常將後音節併入前音節（即兩音節間不用音節點隔開）中，此時前、後

兩音節須分開讀。 

範例： 

------>A:3,
「……死了嗎？」讀作〔xyihamv〕。 

.P-2&R3-0:%------
「阿羅漢也……」讀作〔zhav, jyomf, bahangv〕。 

                                                 
1 「指小助詞」通常為單詞的一部分，它是用來表達「年輕，幼小」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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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改變末音節的聲母 

※
2-

位於動狀名詞、動狀形容詞、名詞或形容詞的末音節時，讀音必須由原來的

﹝pav﹞改為﹝waw﹞（通常用於動狀名詞、動狀形容詞及一般形容詞）或

﹝waf﹞（通常用於一般名詞）。 

範例： 

.M=-2-
（n）「地獄，那落迦」讀作〔ngyelf, waf〕 

9-2-
（vn）「吃」讀作〔sav, waw〕 

L-2-
（n）「事情，所作」讀作〔qyav, waf〕 

L-2-
（vn/va）「應做，應作；應做的，應作的」讀作〔qyav, waw〕 

:PR-2-
（n）「眾生」讀作〔zhov, waf〕 

:PR-2-
（vn/va）「行，走；行走的」讀作〔zhov, waw〕 

v-2-
（n）「見，見解」讀作〔dah, waf〕 

v-2-
（vn/va）「看見，觀察；看見的，觀察的」讀作〔dah, waw〕 

:#R<-2-
（n）「生死，輪迴」讀作〔korf, waf〕 

:#R<-2-
（vn/va）「流轉；流轉的」讀作〔korf, waw〕 

a-2-
（a）「容易的」讀作〔lah, waw〕 

.!:-2-
（a）「困難的」讀作〔gah, waw〕 

 

2.4. 拼音範例 
!, ,$%-]R-3, , 

《文殊讚》（扛洛瑪） 

,$%-$A-]R-PR?-1A2-$*A?-3A/-V=-*A-v<-i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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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R/-!/-)A-28A/-$9A$?-KA<-* A.-G A-,$?-!<-\J$?-23-:6 B/, 

,$%-.$-YA.-0:A-24S/-G<-3-<A$-3/-:, R3?-#$-2}=-IA?-$9A<-2:A, 

,:PR-5S$?-!/-=-2-$&A$-v<-2lJ-;/-=$-S$-&:A-.L%?-w/-$?%-, 

,:V$-v<-( J<-1R$?-*R/-3R%?-$*A.-aR%-=?-GA-t$?-1R$-:PR=-36.-&A%-, 

,3-<A$-3/-?J=-#$-2}=-M-$-)A-~J.-$&R.-36.-<=-PA-2$3?, 

,$.R.-/?-.$-&A%-?-2&:A-3 ,<-?R/-;R/-+/-=?-mR$?-o=-Y?-,-2R:C-{, 

,2&-U$-2&-.%-2&-$*A?-o/-3?-2.$-]R:A-3/-?J=-:)3-0:A-.L%?-=-:.., 

,AT-A-<-0-4-/-KA;, 

,2lJ-w/-HR.-GA-3HJ/-<2-:R.-9J<-IA?, ,2.$-]R:A-$+A-3$-3/-0-<2-2?=-/?, 

,2!:-.%-2!/-2&R?-$8%-=$?-gR$?-0-;A, ,]R-PR?-%R2?-0:A-$%-2-2)=-.-$?R=, 
 

!, ,:1$?-0-29%-0 R-,R.-0:A-(R/-=3-IA-o=-0R-28$?-?R, , 

《普賢行願品》 
,:1$?-0-29%-0R-,R.-0:A-(R/-=3-IA-o=-0R, ,:1$?-0-:)3-.0=-$8R/-/<-I<-0-=-K$-:5=-= R, 

,)A-~J.-?-.$-KR$?-2&:A-:)A$ -gJ/-/, ,.?-$?3-$>J$?-0-3A-;A-?J%-$J-!/, 

,2.$-$A?-3-=?-.J-.$-,3?-&.-=, ,=?-.%-%$-;A.-.%-2?-K$-2IA:R, 

,29%-0R-,R.-0:A-(R/-=3-!R2?-.$-$A?, ,o=-2-,3?-&.-;A.-GA-3%R/-?3-., 

,8A%-$A-h=-~J.-=?-<2-2+.-0-;A?, ,o=-2-!/-=-<2-+-K$-:5=-=R, 

,h=-$&A$-!J%-/-h=-~J.-?%?-o?-i3?, ,?%?-o?-Y?-GA-.2?-/-28$?-0-.$ 

,.J-v<-( R?-GA-.LA%?-i3?-3-=?-0, ,,3?-&.-o=-2-.$-$ A?-$%-2<-3R?, 

ganden
Oval
禮敬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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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0-3A-9.-o-35S-i3?, ,.L%?-GA-;/-=$-o-35S:C-1-!/-I A?, 

,o=-2-!/-IA-;R_/-<2-2eR.-&A%-, ,2.J-2<-$>J$?-0-,3?-&.-2.$-$ A?-2!R., 

,3J-+R$-.3-0-:UJ%-2-.3-0-.%-, ,?A=-~/-i3?-.%-L$-0-$.$?-3(R$-.%-, 

,3<-3J-3(R$-.%-2.$-%R?-.3-0-;A?, ,o=-2-.J.$-=-/ A-3 (R.-0<-2IA, 

,/-29:-.3-0-i3?-.%-SA-3(R$-.%-, ,KJ-3-1<-3-<A-<2-3*3-0-.%-, 

,2!R.-0?-H.-0<-:1$?-0-3(R$-!/-IA?, ,o=-2-.J-.$-=-/A-3(R.-0<-2IA, 

,3(R.-0-$%-i3?-)-3J.-o-(J-2, ,.J-.$-o=-2-,3?-&.-=-;%-3R?, 

,29%-0R-,R.-0-..-0:A-! R2?-.$-$A?, ,o=-2-!/-=-K$-:5=-3(R.-0<-2IA, 

,:.R.-($?-8J-#%-$+A-3$-.2%-$A?-/A, ,=?-.%-%$-.%-.J-28A/-;A.-G A?-G%-, 

,#A$-0-2.$-$A?-2IA?-0-&A-3 (A?-0, ,.J-.$-,3?-&.-2.$-$A?-?R-?R<-2>$?, 

,KR$?2&:A-o=-2-!/-.%-?%?-o?-Y?, ,<%-o=-i3?-.%-aR2-.%-3A-aR2-.%-, 

,:PR-2-!/-IA-2?R.-/3?-$%-=-;%-, ,.J-.$-!/-IA-eJ?-?-2.$-; A-<%-, 

,$%-i3?-KR$?-2&:A-:) A$-gJ/-1R/-3-i3?, ,L%-(2-<A3-0<-?%?-o?-3-($?-2fJ?, 

,3$R/-0R-.J-.$-2.$-$A?-,3?-&.-=, ,:#R<-=R-]-/-3J.-0-2{R<-2<-2{=, 

,M-%/-:.:-!R/-$%-28J.-.J-.$-=, ,:PR-2-!/-=-1/-8A%-2.J-2:A-KA<, 

,2{=-0-8A%-$A-h=-~J.-28$?-0<-;%-, ,2.$-$A?-,=-3R-<2-.<-$?R=-2<-2IA, 

,K$-:5=-2-.%-3(R.-&A%-2>$?-0-.%-, ,eJ?-?-;A-<%-2{=-8A%-$?R=-2-;A, 

,.$J-2-&%-9.-2.$-$ A?-&A-2?$?-0, ,,3?-&.-2.$-$ A?-L%-(2-KA<-2)R:R, 

 
#,, ,,30=-1=-0, 

ganden
Oval
供養支

ganden
Oval
懺罪支

ganden
Oval
隨喜支

ganden
Oval
請轉法輪支

ganden
Oval
請佛住世支

ganden
Oval
迴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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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曼達 
?-$8A-%R?-GA?-L$?->A%-3J-+R$-2N3, ,<A-<2-\A%-28A-*A-^?-2o/-0-:.A, 

?%?-o?-8A%-.-.3A$?-+J-:2=-2-;A?, ,:PR-!/-i3-.$-8A%-=-,R.-0<->R$ , 

 

!, ,3#:-3*3-3-28$?-?R, , 

二勝六莊嚴讚 
,3#:-3*3-:PR-=-3HJ/-2lJ?-<2-.$R%?-/?, ,P%?-3J.-$?3-.-5S$?-$*A?-<2-mR$?-+J, 

,!R%-$?3-3A-3)J.-8A%-$A-.0=-I<-0, ,:SJ/-3(R$->G:A-+R$-=-K$-:5=-=R, 

,>J?-<2-( J/-0R?-.J-*A.-= J$?-gR$?-/?, ,2lR/-0-(J/-0 R?-$R-:1%-3(R$-2fJ?-0, 

,2!/-0-:.A-=-!R/-0-$*A?-0<-P$?, ,:1$?-3(R$-[-12-82?-=-K$-:5=-=R, 

,.J-Y?-,-2R-.$J-=J$?-.0=-;R/-&/, ,=R$-5-5<-$&R.-{=-w/-eJ?-?-:6B/, 

,,<-:.R.-i3?-=-,<-0:A-=3-!R/-0, ,A-#-.J-2:A-82?-=-K$-:5=-=R, 

,3HJ/-0:A-.GA=-:#R<-= J$?-2>.-:R.-! R%-&/, ,<2-:L3?->J?-L:A-3#:-=-<2-:1$?->A%-, 

,2.J-$>J$?-$?%-<2-*A/-3R<-LJ.-0:A-.0=, ,:1$?-0-,R$?-3J.-82?-=-K$-:5=-=R, 

,.$-2&-$R-.$-:23-#J:A-$8%-i3?-GA?, ,$%-$A-]R-PR?-3$=-2-<2-2o/-&A%-, 

,:63-\A%-:.A-/-!/-3HJ/-$*A?-0<-P$?, ,3#?-3(R$-.LA$-$*J/-82?-=-K$-:5=-=R, 

,1=-.-L%-2:A-]R-PR?-!R2?-GA?-24/, ,k.-.-L%-2:A-;R/-+/-#<-IA?-2eA., 

,=R$-5-:.3-2:A-5=-<2-:)R3?-36.-0:A, ,KR$?-GA-\%-0R:C-82?-=-K$-:5=-=R, 

,(R?-GA-<A$?-0?-(R?-3A/-13-36.-& A%-, ,P$?-0:A-1-(J/-:)A$-gJ/-$?3-/-P$?, 

,5-%/-3/-:) R3?-5-2:A-*A-3-3(R$ ,(R?-GA-P$?-0:A-82?-=-K$-: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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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OA3?-o-35S:C-.2?-/-$/?-2&?->A%-, ,:23-U$-:.=-2:A-$8%-$A-$.J%?-!?-2eA., 

,i3-PR=-,<-0:A-/R<-2?-$4$-/-36K?, ,3(R$-$*A?-[-;A-.2%-0R-=-K$-:5=, 

,,2-0:A-2!/-=->A%-g:A-YR=-2+R.-/?, ,*J-c-i3?-=-=J$?-0:A-=3-! R/-0, 

,:63-\A%-36K?-LJ.-o/-S$-3(R$-$*A?-=, ,g$-+-$?-0:A-;A.-GA?-K$-:5=-=R, 
 

!, ,o/-($?-$?3-0-28$?- , , 

釋迦佛讚 
,!R/-0-2&R3-w/-:.?-.J-28A/-$>J$?-0-.P-2&R3-0-;%-.$-0 mR$?-0 ?%?-o?-<A$-0- 82?- 

w/-0, ,2.J-2 $>J$?-0-:)A$-gJ/-3HJ/-0, ,*J?-2-:.=-2 #-= R-2+<-2, ,]- 3J.-0-z- 3A- 

!R/-0, ,?%?-o?-2&R3-w/-:.?-.0=-o=-2->G-,2-0- K$-:5=- , ,3(R.- *2?-

:(A ,,  

,$%-5K-b%-$*A?-$4S-2R-HR.-2v3?-5K, ,?-(J/-:.A- $R3-0-2./-2R<- , 

,%- :)A$-gJ/-:.A- 3(R$- $?%?, ,.J-5K-3#?-0-HR.- K$-:5=- , 

,i3-.$-{-3%:-3(R$- $9$?-29%-2, ,;J->J?-o-35S-$ ?J<- z/-0R-:S, 

,P$?-0-:) A$-gJ/-$?3- z3-3J-2, ,3$R/-0R-3( R$-2fJ?-HR.- K$-:5=- , 

,35/-3(R$-w/-0-SA-3J.-^-2 8=, ,$?J<-3.R$-:S-2-HR.- K$-:5=- , 

,h=-V=-HR.-:S-Y A.-0-$?3-3-3(A?, ,3*3-3J.-3HJ/-&/-HR.- K$-:5=- , 

,3$R/-0R-,$?-eJ-(J-w/-0, ,,3?-&.-3HJ/-0 !R/-0-0 R, 

,2?R.-/3?-;R/-+/-o-35S-8A%-, ,.J-28A/-$>J$?- K$-:5=- , 

,.$-0 :.R.-($?-V=-2 I<, ,.$J-2 %/-?R%- P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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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3-3(R$-I<-0, ,8A-I<-(R?- K$-:5=- , 

,PR=- PR=-2 =3- !R/, ,2a2-0-.$- <2- $/?, 

,8A%- .3-0-;R/-+/-w/, ,.$J-:./- K$-:5=- , 

,#A$-0- 3A-L- , ,.$J-2-1/-?3-5S$?-0- , 

,<%- ?J3?- ;R%?- :.=, ,:.A- ?%?-o?-2!/-0-;A/, 

,{<-3-<2-<A2-3<-3 J- , ,+-3-9A=-0-(-2<- , 

,kA-=3-\R$- 3A/-v-2, ,:.?-L?-(R?- .J-v<-v, 

,2?R.-/3?-:.A- ,3?-&.-$9A$?-0- , ,$R-:1%-, R2- *R/- .P-2+=- , 

,c- /- :(A-2 _2?-:O$-0 , ,YA.-0 35 S- :PR-2-1R=-2 >R$ , ,, 

!, ,.0=-/-=J0:A-0E-(J/-2&-2./-IA-$ ?R=-:.J2?-..-$?3-$?=-LJ.-&J?-L-2-28$?-?R, , 

《吉祥那爛陀寺十七位大班智達啟請文：顯揚三信》
 

!, ,:PR-=-1/-28J.-,$?-eJ?-<2-20/-0:A, ,%%?-gR$?-*R2-0-3(R$-2fJ?-z-;A-z,  

欲利眾生深植大悲心，得勝斷證度者天中天；
 

,gJ/-:L%-$+3-IA?-:P R-i3 ?-:SJ/-36.-0:A, ,,2-.2%-5-2:A-*A-3<-3$R?-K$-:5=, 1  

以緣生語引導諸眾生，稽首禮敬能王說者日。
 

,o=-;3-.$R%?-. R/-3,:-V=-.J-*A.-.R/, ,gJ/-:L%-<A$?-5=-92-3R?-$?=-3#?-0, 

佛母密意離邊空性義，甚深緣生正理善顯揚；
 

,o=-2:A-=%-28A/-,J$-3(R$-.2-3:A-YR=, ,:LJ.-36.-[-12-82?-=-$?R=-2-:.J2?, 2 

依佛聖教勝乘中觀軌，創者龍樹足下誠啟請。
 

,.J-Y?-,-2R-3#?->A%-P2-0:A-3(R$ ,KA-/%-P2-3,:-o-35S:A-1-3,<-?R/,  

彼之首要弟子解行勝，已達內外宗義海彼岸；
 

,[-12-$8%-:6B/-!/-IA-$4$-/R<-.0=, ,o=-Y?-:1$?-0-z-=-$?R=-2-:.J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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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傳龍樹論著勝頂嚴，佛子聖者提婆我啟請。
 

,:1$?-0:A-.$R%?-0-gJ/-:L%-3,<-,$-.R/, ,2+$?-;R.-3A%-n%-43-IA-92-3R:C-$/.,  

聖者密意緣生究竟義，闡揚假有唯名深要義；
 

,$?=-36.-P2-0-3(R$-$A-? <-$>J$?-0, ,?%?-o?-2*%?-GA-82?-=-$?R=-2-:.J2?, 4 

已達殊勝成就之階位，我以至誠啟請佛護足。
 

,2.J/-0:A-.% R?-0R-*J-?R$?-3,:-2!$-&A%-, ,5.-3-3,/-$%-KA-.R/-28J.-0-;A,  

破除實有事物生等邊，順量顯現承許有外境；
 

,P2-3,:A-YR=-$+R.-;R%?-mR$?-00A-+, ,aR2-.0R/-=J$?-w/-:LJ.-=-$?R=-2-:.J2?, 5  

創中觀軌圓滿班智達，至誠啟請清辨阿闍黎。
 

,gJ/-:VJ=-nJ/-*A.-:.A-0-43-*A.-GA?, ,3,:-$*A?-?J=-2:A-$%-! R%-.2-3:A-5=,  

唯由依緣而起此緣性，遮遣二邊現空中觀理；
 

,92-o?-:.R3?-3#?-3.R-}$?-;R%?-mR$?-=3, ,o?-36.-^-2-P$?-0<-$?R=-2-:.J2?, 6 

善攝深廣經咒圓滿道，廣弘大師月稱我啟請。
 

,%R-35<-k.-L%-~A%-eJ-(J/-0 R:C-=3, ,92-.%-o-(J:A-<A$?-5=-$-3%-$A?,  

神奇稀有大悲心要道，藉由多種深廣正理趣，
 

,{=-29%-$.=-L:A-5S$?-=-!R/-3#?-0, ,o=-Y?-8A-2-z-=-$?R=-2-:. J2?, 7  

為諸有緣所化善宣說；至誠啟請大佛子寂天。
 

,$.=-L:A-#3?-28A/-$*A?-!R%-.2-3:A-=3, ,YR=-$+R.-.2-5.-<A$?-5=-:LJ.-3#?->A%-,  

依化機開二空中道軌，善析中觀因明正理趣，
 

,#-2:A-uR%?-?-o=-2!/-%J=-36.-0, ,3#/-(J/-8A-2-:5 S-=-$?R=-2-:.J2?, 8  

廣弘勝者教法於雪域；大親教師寂護誠啟請。
 

,3,:-V=-.2-3:A-v-.%-8A-z$-9%-, ,|R3-<A3-3.R-o.-28A/-.-=J$?-2N=-/?,  

依經續釋離邊中觀見、止觀雙運及修習次第；
 

,$%?-uR%?-o=-2!/-:O=-3J.-$?=-36.-0, ,0E:A-%%-5=-82?-=-$?R=-2-:.J2?, 9  

無誤闡明佛教於雪域，至誠啟請蓮華戒足下。
 

,L3?-0?-eJ?-29%-,J$-(J/-#J-$R.-!/, ,=J$?-0<-%J=-3#?-o-(J/-=3-!R/-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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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巧弘揚一切大乘藏，慈氏攝受宣說廣行道；
 

,o=-2:A-=%-28A/-i3-<A$->A%-g:A-YR=, ,:LJ.-36.-,R$?-3J.-82?-=-$?R=-2-:.J2?, 10 

依佛聖教唯識大車軌，創者無著足下誠啟請。
 

,(R?-3%R/-#J-2./-$*A?-!R%-YR=-29%-/?, ,LJ-3.R-i3-< A$-P2-3,:-$?=-36.-0,  

承傳七部對法二空軌，顯婆沙經部唯識宗義
 

,!/-3HJ/-$*A?-0<-P$?-0:A-3#?-0:A-3(R$ ,aR2-.0R/-.LA$-$*J/-82?-=-$?R=-2-:.J2?, 11  

第二遍智著稱勝智者，啟請阿闍黎世親足下。
 

,,2-0:A-$8%-=$?-.%R?-!R2?-<A$?-0-;A?, ,!R/-KA<-5.-3:A-|R-2o-=J$?-KJ-/?,  

以事勢理宣說能仁教，善為開啟百扇量論門，
 

,i3-.JR.-]R-3A$-.A/-36.-5.-3-0, ,KR$?-GA-\%-0R:C-82?-=-$?R=-2-:.J2?, 12  

施予觀察慧眼立量者，陳那祖師足下誠啟請。
 

,KA-/%-5.-3: A-$/.-!/-=J$?-.$R%?->A%-, ,3.R-?J3?-92-o?-=3-!/-<A$?-=3-/?,  

善思內外量論之心要，經部唯識一切深廣道，
 

,%J?-!J<-k.-L%-(R?-5=-:.R3?-3#?-0:A, ,(R?-GA-P$?-0:A-82?-=-$?R=-2-:.J2?, 13  

理路決定攝稀有法理，啟請善巧大師法稱足。
 

,,R$?-3J.-{-3 (J.-=?-: R%-> J<-KA/-.R/, ,;R.-3J.-3,:-V =-.2-3:A-YR=-28A/-.,  

無著昆仲而來智度義，依離有無二邊中觀軌；
 

,o/-IA-$8%-.R/-$%-2:A-1R/-3J-&<, ,:1$?-0-PR=-#J:A-82?-=-$?R=-2-:.J2?, 14  

點燃顯明莊嚴論義燈，聖解脫軍足下誠啟請。
 

,;3-.R/-:LJ.-=-o=-2:A-=%-2!/-,R2, ,3A-13-3$R/-0R:C-3/-%$-)A-28A/-.,  

辨般若義得勝者授記，如實依不敗怙主口訣；
 

,;3-$?3->J<-KA/-$8%-3(R$-$?=-36.-0:A, ,aR2-.0R/-?J;J-29%-0R<-$?R=-2-:.J2?, 15  

闡明三佛母勝般若經，阿闍黎師子賢我啟請。
 

,:.=-2-:23-#J:A-.$R%?-. R/-=J$?-2#?-/?, ,,3?-&.-;R.-5:A-=$?-28A/-?R-?R<-,<,  

善攝十萬部毗尼密意，依循說一切有部教規，
 

,3-/R<-=J$?-:.R3?-2!/-3#?-3(R$-I<-0, ,;R/-+/-:R.-GA-82?-=-$?R=-2-:.J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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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誤善傳宣說別解脫，啟請殊勝智者德光足。
 

,2a2-$?3-;R/-+/-/ R<-2:A-36S.-=-.2%-, ,:.=-2!/-SA-3J.-< A%-.-%J=-2:A-a.,  

三學功德寶庫得自在，為令無垢律教長久弘；
 

,o-(J/-$8%-.R/-=J$?-2N=-:.=-:6B/-3(R$ ,>G-:R.-G A-82?-=-$?R=-2-:.J2?, 17  

善釋廣大論義勝持律，至誠啟請釋迦光足下。
 

,,2-$?%-92-o?-2!:-Y R=-3-=?-0, ,*J?-2-$?3-IA-=3-.-:.R3?-36.-.J,  

能仁深廣經典之教軌，無餘攝為三種士夫道；
 

,$%?-uR%?-,2-2!/-%J=-2:A-S A/-&/-eJ, ,)R-2R-A-+ A->-=-$?R=-2-:.J2?, 18  

雪域弘揚佛教具恩尊，至誠啟請覺沃阿底峽。
 

,.J-v<-:63-\A%-o/-I<-3#?-0:A-1=, ,%R-35<-=J$?-2>.-:L%-$/?-3(R$-i3?-=,  

如是贍洲莊嚴妙智者，一切稀有善說勝來源，
 

,3A-KJ.-.%-2:A-;A.-GA?-$?R=-2+2-0?, ,2.$-o.-(A/-&A%-PR=-2<-L A/-IA?-_R2?, 19  

我以不壞淨意啟請故，成熟解脫自心祈加持！
 

,$8A-;A-$/?-5=-2.J/-$*A?-.R/->J?-0?, ,2.J/-28A?-:#R<-2-:)$-w R$-)A-28A/-% J?,  

通達事物本質二諦義，四諦確定輪轉及還滅；
 

,5.-3?-S%?-0:A-*2?-$?3-..-0-2g/, ,,<-=3-l-2-5$?-0<-LA/-IA?-_R2?, 20  

由量所引堅信三皈依，奠定解脫道本祈加持！
 

,#$-!/-*J<-8A:A-,<-0-.R/-$*J<-2:A, ,%J?-:L%-]R-.%-:PR-i3?-*R2-:.R.-0:A,  

止息眾苦求脫出離心；欲度眾生遍及十方際，
 

,KR$?-3,?-$+$?-0:A-~A%-eJ:A-l -2-&/, ,2&R?-3A/-L%-?J3?-:LR%?-0<-LA/-IA?-_R2?, 21  

悲心為本無偽菩提心；心中熟習此二祈加持！
 

,>A%-g-(J/-0 R:C-$8%-$A-.R/-i3?-=, ,,R?-2?3-|R3-0?-1-<R=-KA/-0-.%-,  

大開轍師論典諸要義，聽聞思惟修習達究竟；
 

,hR-eJ-,J$-0:A-92-$/.-=3-!/-=, ,%J?-0-2.J-]$-fJ.-0<-LA/-IA?-_R2?, 22  

並於金剛乘諸深要道，順利獲得決定祈加持！
 

,*J-8A%-*J-2<-2a2-$?3-w/-0:A-g J/, ,=J$?-,R2-2>.-.%-12-0?-=%-g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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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世願獲具三學身依，解說修行傳弘教證法，
 

,:6B/-&A%-%J=-=->A%-g-(J-i3?-.%-, ,35%?-0<-2!/-=-L-2-LJ.-0<->R$ 23  

猶如開派諸師所行誼，願我能行弘法利生業！
 

,:.?-#J-!/-+-,R?-2?3-2>.-12-GA, ,L-2?-.?-:.:-=R$-:5S-;R%?-%%?-0:A,  

願於一切僧伽聚會處，聞思解說修行以度日；
 

,.3-0:A-3#?-P2-<2-+-:1 J=-2-;A?, ,:63-\A%-?-( J/-g$-+-36K?-I<-&A$ 24  

願斷邪命賢哲極增長，恆常美化贍部洲大地！
 

,.J-3,?-3.R-}$?-;R%?-mR$?-?-=3-2PR., ,.R/-$*A?-z/-P2-i3-3HJ/-o=-2-; A,  

願以此力迅證勝者位：已達經咒圓滿之地道，
 

,$R-:1%-M<-2-*A.-.-,R2-I<-/?, ,/3-3#:-)A-YA.-:PR-2:A-.R/-L J.-> R$, ,, 25 

二利任運成就之遍智；虛空久住恆作眾生利！
 

&J?-0-:.A-28A/, ?%?-o?-2&R3-w/-:.?-GA?-=J$?-0<-2!/-0: A-92-0-.%-o-( J-2:A-(R?-5=-:.A-.$-=-o-$<- 

:1$?-0:A-;=-IA-3#?-0:A-.2%-0R-$R%-(R?-.J-.$-$A?-i3-.JR.-w/-0:A-*J?-2:A-]R-3A$-i3-0<-:LJ.-0:A-=J$?- 

2>.-k.-.-L%-2-)A-~J.-&A$-36.-.J-3A-=R-*A?-!R%-s-2o-s-2&<-*J-2:A-.?-.-v-2<-, R?-2?3-|R3-0:A-$8%-.-*3?- 

0-3J.-0<-$/?-; R.-0?-3#?-0:A-.2%-0R-.J-.$-$A-2!:-SA/-eJ?-?-S/-0-.%-, 3A-KJ.-..-0?-.J-.$-$A-eJ?-?- 

aR2-0<-(R/-&A%-, .J%-.?-:63-\A%-HR/-:. A<-5/-< A$-.%-, :U=-(?-.%R?-0R-;<-o?-5.-3,R<-KA/-+J-:.A-$%-:.- 

:6B:A-i3-$; J%-:O$-(J:A-{2?-:.A<, <%-<J-?%?-o?-GA-eJ?-:)$-0-i3?-?%?-o?-GA-(R?-5=-=->J?-/?-..-0- 

,R2-0-8A$-.$ R?-$=->A/-+-(J-2?-$9-2R:C-]R?-,J-5S3-IA-|R-/?-8A2-3R<-2g$?->A%-.J.-.J-o-35/-:5S=-2-.%-,  
o-35/-3,R%-/?->J?-<2-GA-PR$?-.%-2&?-0:A-..-0-*J-2-=, ;R%?-P$?-o/-S$-3( R$-$* A?-.%-, ?%?-o?- 

2*%?-.%-, :1$?-0-PR=-#J-=-?R$?-0:A-92-o?-GA-$8%-1=-.-KA/-0-:.A-.$-3J.-3A-<%-.-3,R%-/?-o/-S$-3( R$- 

$*A?-GA-{-,%-VA?-YR=-}<-/?-;R.-3?-,R$-92-o?-GA-]-2o.-$8/-.$-2$/-+J-/-=J0:A-0E-P2-2&-2./-IA-VA?-{- 

$?<-28J%?-.%-:VJ=, 3#?-0: A-*J?-3( R$-.J-.$-=-~A%-/?-$?-0:A-$?R=-:. J2?-:.A-:S-8A$-:VA-:./-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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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J<-&/-(R?-PR$?-:$:-8A$-/?-G%-{=-3-L%-2<-2gJ/, .0=-/-=J0:A-0E-(J/-2&-2./-IA-$?R=- 

:.J2?-..-$?3-$?=-LJ.-&J?-0-:.A-.$-3#?-0:A-.2%-0R-.J-.$-$A-=J$?-2>.-=-2&R?-3A/-;A.-(J?-GA-..-0-,R2- 

&A%-, 3#?-0-.J-.$-$A-=J$?-2>.-aR2-$* J<-3#/-IA-P=-3,<-:# R.-0, >G:A-.$J-aR%-2!/-:6B/-o-35 S?,  

$/?-2g/-#J-0:A-=$?-GA-!R/-0-2.J-2<-$>J$?-/?-=R-P%?-2545 2R.-<2-L%-2&-2./-0:A-t$?-4=-^-11 5K?-1 

KA-=R-2001 ^-12 5K?-15 *A/, 

o-$<-@A-3-&=-3%:-#J:A-!%-<-mR%-#R%?, K-<3-?-=-,J$-(J/-(R?-\A%-.-P2-0<-2IA?-0-.$ J-2<-I<-&A$,  ,, 

 

!, ,,R.-:)$-(R/-2g/, , 

《入菩薩行論迴向願文》 
,$%-5K-2v-2<-:.R.-0:3, ,&%-9.-SA-2<-:.R.-/-;%-, 

,3$R/-0R-:)3-.L%?-.J-*A.-/A, ,2$J$?-3J.-0<-;%-3,R%-2<->R$ 

,KR$?-2&-/3-3#:A-3,?-$+$?-0:A, ,?J3?-&/-!/-.R/-212-0:A-KA<, 

,)A-v<-:)3-.L%?-,R.-36.-0, ,2.$-$A-,R.-0:%-.J-:S<->R$ 

,)A-YA.-/3-3#:-$/?-0-.%-, ,:PR-2-)A-YA.-$/?-I<-0, 

,.J-YA.-2.$-/A-$/?-I<-/?, ,:PR-2:A-#$-2}=-?J=-2<->R$ 

,L%-(2-?J3?-3(R$-<A/-0R-(J, ,3-*J?-0-i3?-*J?-I<-&A$ 

,*J?-0-*3?-0<-3 J.-0-;%-, ,$R%-/?-$R%-.-:1J=-2<-> R$ ,  , , 

 
3. 轉寫篇（表形不表音） 
○16 Das（1902）、Tōhoku（1934）、Wylie/Washington（1959）與 USLC（美

國國會圖書館，1992）羅馬字母轉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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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字母轉寫系統」（Romanized alphabetical transliteration system）

有別先前所說的表音不表形的「音標系統」，因此其重點不在於表示音節內部的

讀音，而在於如何以羅馬字母表達一個音節中所有參與拼綴的藏文字母，因此又

名為「表示藏文字形的羅馬轉寫系統」；透過這個系統，可以把所有參與拼綴的

藏文字母完整地還原回來，因此多為學界所採用；但其缺點是，在大多數的情況

下，無法拼出實際的讀音。這類轉寫系統大約有 15 種左右，詳見拙著《實用西

藏語文法——附錄及檢索手冊》，（台北：法鼓文化，2002），頁 1 的〈附錄一、

西藏字母的羅馬轉寫系統〉，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有： 

※Das 羅馬轉寫系統 

1902 年 Sarat Chandra Das（簡稱 Das）在其著作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with Sanskrit Synonyms（p. xvii）所列的羅馬轉寫系統。 

 

※Tōhoku 羅馬轉寫系統 

這是 1934 年由宇井伯壽、鈴木宗忠、金倉圓照和多田等觀等編著的《﹝德

格版﹞西藏大藏經總目錄》，（日本．仙台：東北帝國大學文學部，1934），2 vols.

（1970 Tokyo reprint, 1982）所使用的羅馬轉寫系統。 

 

※Wylie 羅馬轉寫系統 

當 1959 年 Turrell Wylie（簡稱 Wylie）在‘A Standard System of Tibetan 

Transcript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XXII （1959）, pp. 261- 

267 這篇論文發表了不需特殊符號或附加符號（diacritical mark; 如 ṅ 及 ñ 中，

n 之上的點狀與波浪記號），而僅以 26 個英文字母就可以表示音節當中所有藏文

字母的 Wylie 羅馬轉寫系統（又名 Washington 羅馬轉寫系統）之後，幾乎已完

全取代 Das 羅馬轉寫系統，它是目前學界最常使用的羅馬轉寫系統之一。Wylie

這個轉寫系統則因為不需用到諸如 ṅ、ñ、ź、ś 等這類特殊符號，所以被廣泛運

用到許多藏文軟體的輸入法當中，例如目前許多人使用的 Sambhoṭa 藏文軟體，

其四種輸入法（keymap1, keymap2, keymap3 及 Wylie）當中的 Wylie 輸入法，

是最簡便的輸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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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LC 羅馬轉寫系統 

除了上述三種羅馬轉寫系統之外，目前普遍使用的是美國國會圖書館 

（United States Library of Congress, 簡稱 USLC 或 LC）的羅馬轉寫系統，

這種系統的好處是它不僅可用來轉寫藏文，也能夠表示與其同音的梵文，這在以

藏文字母音譯梵文字母的時候，尤其方便。 

從下表來看，這四類羅馬轉寫系統，除了
%-

、
*-

、
6-

、
8-

、
:-

和
>-

這 6 個藏文字

母的轉寫有些差異之外，其他 24 個字母的轉寫均是相同的；因此，我們只需熟

悉其中的一種轉寫系統，進一步要了解其他轉寫系統也就容易多了。 
 
 藏文三十字母（楷書／有頭字） 

第 1 組 
!- #- $- %- 

Das 羅馬轉寫 ka kha  ga ṅa 
Tōhoku 羅馬轉寫 ka kha  ga ṅa 
Wylie 羅馬轉寫 ka kha  ga nga 
USLC 羅馬轉寫 ka kha ga ṅa 

第 2 組 
&- (- )- *- 

Das 羅馬轉寫 ca cha ja ña 
Tōhoku 羅馬轉寫 ca cha ja ña 
Wylie 羅馬轉寫 ca cha  ja nya 
USLC 羅馬轉寫 ca cha ja ña 

第 3 組 
+- ,- .- /- 

Das 羅馬轉寫 ta tha  da na 
Tōhoku 羅馬轉寫 ta tha  da na 
Wylie 羅馬轉寫 ta tha  da na 
USLC 羅馬轉寫 ta tha  da na 

第 4 組 
0- 1- 2- 3- 

Das 羅馬轉寫 pa pha  ba/wa ma 
Tōhoku 羅馬轉寫 pa pha  ba ma 
Wylie 羅馬轉寫 pa pha  ba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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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LC 羅馬轉寫 pa pha  ba ma 

第 5 組 
4- 5- 6- 7- 

Das 羅馬轉寫 tsa tsha  dsa wa 
Tōhoku 羅馬轉寫 tsa tsha  dsa wa 
Wylie 羅馬轉寫 tsa tsha  dza va 
USLC 羅馬轉寫 tsa tsha  dza wa 

第 6 組 
8- 9- :- ;- 

Das 羅馬轉寫 sha za  ḥa ya 
Tōhoku 羅馬轉寫 sha za  ḥa ya 
Wylie 羅馬轉寫 zha za  ’a ya 
USLC 羅馬轉寫 źa za ’a ya 

第 7 組 
<- =- >- ?- 

Das 羅馬轉寫 ra la  ça sa 
Tōhoku 羅馬轉寫 ra la śa sa 
Wylie 羅馬轉寫 ra la  sha sa 
USLC 羅馬轉寫 ra la śa sa 

第 8 組 
@- A- 

Das 羅馬轉寫 ha a  
Tōhoku 羅馬轉寫 ha a  
Wylie 羅馬轉寫 ha a  
USLC 羅馬轉寫 ha a 

 

※如何以 USLC 羅馬轉寫系統來表示藏文音節 

以一個最大組合的音節而言，其羅馬轉寫的順序如下：「（1）前加字母的子

音＋（2）上加字母的子音＋（3）基字字母的子音＋（4）下加字母的子音＋（5）

基字字母的母音＋（6）後加字母的子音＋（7）再後加字母的子音」。例如：
212?-

「已成就」這個單詞的 USLC 羅馬轉寫為 bsgrubs pa。 

 

在○2 中提到：
:-

與
A-

是藏文三十字母中沒有子音的二個字母，前者的音標為

〔av〕，後者的音標為〔ah〕；除了音標不同外，這二個字母的 Wylie 羅馬轉寫



 44

也不相同，
:-

為’a，而
A-

為 a；應特別注意的是：當
:-

在一個音節中作為前加字

母或後加字母時，必須提供不發音的「虛擬子音」部分（亦即：上逗號「’」）參

與拼綴。例如：
/3-3#:-

「虛空，天空」；首先，找出第一個音節的基字為
/-

，對

照○16 的表格得知
/-

所提供之子音的 Wylie 羅馬轉寫為 n，/-
所提供之母音的 Wylie

羅馬轉寫為 a，後加字母
3-

提供子音 m；依前述的順序由左至右排列，便可以得

知第一個音節
/3-

的 Wylie 羅馬轉寫為 nam。其次，在第二個音節中，找出基字

為
#-

，對照○16 的表格得知
#-

所提供之子音的 Wylie 羅馬轉寫為 kh，
#-

所提供之母

音的 Wylie 羅馬轉寫為 a，前加字母
3 -

提供子音 m，後加字母
:-

提供虛擬子音’；

依前述的順序由左至右排列，便可以得知第二個音節
3#:-

的 Wylie 羅馬轉寫為

mkha’。因此
/3-3#:-

這個單詞的 Wylie 羅馬轉寫為 nam mkha’。 

另外，必須注意的是：在○16 的表格中，所有由 2~3 個羅馬字母所構成的子音，

如 kh, ch, th, ph, ts, tsh, dz, sh, zh, ds 等，均是不可分割的單位。 

底下是一些範例說明： 
:5%-o-2-

「成佛，覺悟」，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tshang rgya ba。 

P2-3,:-
「悉檀，宗義，成就的極限」，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grub mtha’。 

:R.-Y%-(J/-0 R-
「大迦葉，摩訶迦葉」，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od srung chen po。 

K$-:5=-2-
「敬禮」，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phyag ’tshal ba。 

*2?-?-3(A-2-
「歸依」，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skyabs su mchi ba。 

_%-
「風；氣息」，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rlung。（注意：基字為

<-
） 

s-
「五」，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lnga。（注意：基字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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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3R.-0-
「聲明」，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brda sprod pa。 

:63-2:A-\A%-
「南贍部洲」，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dzam bu’i gling。 

.0=-w/-^-2-P$?-0-
「吉祥月稱」，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dpal ldan zla ba grags 

pa。 
o=-Y?-8A-2-z-

「佛子寂天」，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rgyal sras zhi ba lha。 

3$R/-0R-[-12-
「龍樹怙主」，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mgon po klu sgrub。 

3*/-;R.-
「舍衛城，有所聞」，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mnyan yod。 

o=-2-o=-L J.-GA-5=-3$R/-3J.-9?-.A/-IA-!/-.$:-<-2-
「祇陀太子之林園——給孤獨園，

祇樹給孤獨園，祇園精舍」，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rgyal bu rgyal byed kyi tshal 

mgon med zas sbyin gyi kun dga’ ra ba。 
3$R/-0R-L3?-0-

「慈氏怙主，彌勒怙主」，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mgon po byams pa。 

)R-2R-eJ-
「覺沃杰，佛尊」（西藏人對於阿底峽尊者的敬稱），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jo bo rje。 
3R?-0-

「戲論；繁文縟節；詳細說明」，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spros pa。 

3R?-0?-(R$-$R-
「傍論足矣，傍論已足」，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spros pas chog go。 

5B$-3%?-?-?R$?-=-3-3R?-?R-
「恐繁且止，惟恐語詞太多不詳細說明了」，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tshig mangs su dwogs la ma spros so。 
#$-2}=-

「苦」，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sdug bsngal。 

3%R/-gR$?-
「現證，現觀，現前地瞭解」，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mngon rtogs。 

5=-OA3?-
「戒，戒律」，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tshul khrims。 

l-2-
「根本；本頌」，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rts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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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lJ-$&A$-0-
「心一境性」，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sems rtse gcig pa。 

=3-<A3-
「道次第」，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lam rim。 

h=-%%-SA-3-%%-
「掃塵、除垢」，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rdul spang dri ma spang。 

(R?-%R%-
「謗法」，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chos spong。 

z$-3,R%-
「觀，勝觀，毗婆舍那」，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lhag mthong。 

8A-$/?-
「止，寂止，奢摩他」，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zhi gnas。 

,/-<?-$9A$?-.2%-K$-
「觀自在」，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spyan ras gzigs dbang 

phyug。 
!/-+-29%-0R-

「普賢菩薩，普賢如來」，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kun tu bzang po。 

?-;A-~A%-0R-
「地藏」，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sa yi snying po。 

K$-/-hR-eJ-
「金剛手，大勢至」，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phyag na rdo rje。 

1A2-0-i3-?J=-
「除蓋障」，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sgrib pa rnam sel。 

:)3-.L%?-
「妙音，文殊師利」，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jam dbyangs。 

>J?-:.R.-(R?-&/-
「欲知有法」，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shes ’dod chos can。 

,=-:I<-
「應成論式」，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thal ’gyur。 

LJ-V$-5-2-
「毘婆沙宗，說分別師，有部」，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bye brag smra ba。 

3.R-#J-0-
「經部宗」，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mdo sde pa。 

=%-$A-eJ?-:V %-$A-3.R-#J-0-
「隨教行經部宗」，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lung gi rjes ’brang 

gi mdo sde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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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A-eJ?-:V%-$A-3.R-#J-0-
「隨理行經部宗」，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rigs pa’i 

rjes ’brang gi mdo sde pa。 
?J3?-43-0-

「唯識宗，唯心宗」，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sems tsam pa。 

?J3?-43-i3-2.J/-0-
「真相唯識宗，形像真實的唯識宗」，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sems 

tsam rnam bden pa。 
?J3?-43-i3-2m/-0-

「假相唯識宗，形像虛偽的唯識宗」，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sems 

tsam rnam brdzun pa。 
=%-$A-eJ?-:V %-$A-?J3?-43-0-

「隨教行唯識宗」，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lung gi 

rjes ’brang gi sems tsam pa。 
<A$?-0:A-eJ?-:V%-$A-?J3?-43-0-

「隨理行唯識宗」，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rigs pa’i 

rjes ’brang gi sems tsam pa。 
.2-3-0-

「中觀宗」，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dbu ma pa。 

.2-3-<%-o.-0-
「中觀自續派」，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dbu ma rang rgyud pa。 

i=-:LR<-,R.-0:A-.2-3-<%-o.-0-
「瑜伽行中觀自續派」， 其 Wylie 羅 馬 轉 寫 為

rnal ’byor spyod pa’i dbu ma rang rgyud pa。 
3.R-#J-,R.-0:A-.2-3-<%-o.-0-

「經部行中觀自續派」，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mdo sde 

spyod pa’i dbu ma rang rgyud pa。 
.2-3-,=-:I<-2-

「中觀應成派」的 Wylie 羅馬轉寫為 dbu ma thal ’gyur ba。 

可以的話，讀者不妨從一些列有羅馬轉寫的著作中練習如何從羅馬轉寫還原

為藏文，然後再以藏文辭典核對是否無誤，這種訓練對於藏文構詞的了解相當有

幫助。 
○17 羅馬轉寫的特殊情況 

※一個音節當中有二個母音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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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藏文單音節當中只能有一個母音；但在下述情況時，同一音節中，

會有兩個母音出現，此時 Wylie 羅馬轉寫也必須把這兩個母音表示出來。這種特

殊情況就是，當前音節為母音結尾（亦即無後加字母）或後加字母-:-
（-’）結尾，

而後音節為屬格助詞
:A-

（’i）、指小助詞
:-

（’u）、完結助詞
:R-

（’o）、分合助詞
:3-

（’am）或嚴攝助詞
:%-

（’ang）時，前後二個音節必須合併為同一個音節，此時

同音節中便會有兩個母音。 

例如：母音結尾的
%-

「我」（Wylie 羅馬轉寫為），其後音節若為屬格助詞
:A-

（Wylie 羅馬轉寫為’i），那麼前後二音節必須合併為
%:A-

「我的」，此時 Wylie 羅

馬轉寫為 nga’i；母音結尾的
=J:-

「品；章節」（Wylie 羅馬轉寫為 le’u），其後音

節若為屬格助詞
:A-

（Wylie 羅馬轉寫為’i），則前後兩音節必須併成
=J::A-

「品

的……；章節的……」，此時 Wylie 羅馬轉寫為 le’u’i；母音結尾的
$R-
「了解」（Wylie

羅馬轉寫為 go），其後若有完結助詞
:R-

（Wylie 羅馬轉寫為’o），則必須寫成
$ R:R-

，

此時 Wylie 羅馬轉寫為 go’o；母音結尾的
<A$?-:PJ-

「同理類推」（Wylie 羅馬轉寫

為 rigs ’gre），其後若有完結助詞
:R-
（Wylie 羅馬轉寫為’o），則必須寫成

<A$?-:PJ:R-
，

此時 Wylie 羅馬轉寫為 rigs ’gre’o；而母音結尾的
<A$?-GA-2-

「善男子」（Wylie 羅

馬轉寫為 rigs kyi bu），其後若有分合助詞
:3-

「……或……」（Wylie 羅馬轉寫

為’am），則必須寫成
<A$?-GA-2:3-

「善男子或……」，此時 Wylie 羅馬轉寫為 rigs kyi 

bu’am；母音結尾的
*A-3-

「太陽」（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nyi ma），其後若有嚴攝

助詞
:%-

「……也……」（Wylie 羅馬轉寫為’ang，則必須寫成
*A-3:%-

「太陽也……」，

此時 Wylie 羅馬轉寫為 nyi ma’ang；母音結尾的
L-

「鳥」 （Wylie 羅馬轉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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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a），其後若有指小助詞-:-
（Wylie 羅馬轉寫為’u），則必須寫成

LA:-
「小鳥；雀」

（注意
L-

加上指小助詞
:-

之後音變為
LA -

），此時 Wylie 羅馬轉寫為 byi’u。 

另外，後加字母
:-

結尾的例子如下：
L%-(2-?J3?-.0:-

「菩薩，菩提薩埵；覺有

情」（Wylie 羅馬轉寫為 byang chub sems dpa’），其後若有屬格助詞
:A-

（Wylie

羅馬轉寫為’i），則必須寫成
L%-(2-?J3?-.0:A-

「菩薩的」（注意：
.0:-

的後加字母-:-

為屬格助詞
:A-

所取代），此時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byang chub sems dpa’i；3%:-

「有，存在」（Wylie 羅馬轉寫為 mnga’），其後若有完結助詞
:R-

（Wylie 羅馬轉

寫為’o），則必須寫成
3%:R-

（注意：
3%:-

的後加字母-:-
為完結助詞

:R-
所取代），此

時 Wylie 羅馬轉寫為 mnga’o；
P2-3,:-

「宗義」（Wylie 羅馬轉寫 grub mtha’），

其後若有分合助詞
:3-

「……或……」（Wylie 羅馬轉寫為’am），則必須寫成

P2-3,:3-
「宗義或……」（注意：

3,:-
的後加字母-:-

為分合助詞
:3-

所取代），此

時 Wylie 羅馬轉寫為 grub mtha’am；
/3-3#:-

「虛空」（Wylie 羅馬轉寫為 nam 

mkha’），其後若有嚴攝助詞
:%-

「……也……」（Wylie 羅馬轉寫為’ang，則必須

寫成
/3-3#:%-

「虛空也……」（注意：
3#:-

的後加字母-:-
為嚴攝助詞

:%-
所取代），

此時 Wylie 羅馬轉寫為 nam mkha’ang。 

 

※如何區分
$;-

與
I-

二者的 Wylie 羅馬轉寫 

當
;-

為基字，而前加字母為
$-

時，其 Wylie 羅馬轉寫須寫為 g.ya，亦即 g 與

ya 之間必須加上英文句點（.），否則將與基字為
$-

、下加字母為
;-

所構成的
I-

的 Wylie 羅馬轉寫 gya 完全相同。這樣的例子還有：
$;$-

「犛牛」（Wylie 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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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寫為 g.yag）、
$;%-

「福祿；險地」（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g.yang）、
$;:-

「污

垢」（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g.ya’）、$;:-2-
「發癢」（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g.ya’ ba）、

$;<-2-
「借貸」（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g.yar ba）、

$;?-$;R/-
「左右」（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g.yas g.yon）、
$;-

「綠松石，松兒石，土耳其玉」（其 Wylie 羅馬轉

寫為 g.yu）、
$;A-

「土豹」（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g.yi）、
$;J-,%-

「曠野」（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g.ye thang、
$;J=-2-

「散逸，散亂」（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g.yel ba）、

$;R-
「諂」 （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g.yo）、

$;R-2-
「動搖」（其 Wylie 羅馬轉寫為

g.yo ba）等。 

 
※其他情況 

當前音節為母音結尾（亦即無後加字母）或後加字母-:-
結尾，而後音節為

邏義格助詞之一的
<-

或作具格助詞之一的
?-

時，前後二個音節必須合併為同一音

節，但不像前述的〈※一個音節當中有二個母音的情況〉，此時音節中只有原來

前音節的那個母音，至於後音節的
<-

或
?-

則僅依序提供子音 r 及 s 並且併入前音

節中，並不提供母音。例如：母音結尾的
2-3R-

「女兒；女孩」（Wylie 羅馬轉寫

為 bu mo），其後音節若有邏義格助詞
<-
（Wylie 羅馬轉寫為 r），則必須寫成

2-3R<-

「對於女兒；為了女兒；對於女孩；為了女孩」，此時 Wylie 羅馬轉寫為 bu mor；

母音結尾的
23-0-

「瓶」（Wylie 羅馬轉寫為 bum pa），其後若有作具格助詞
?-

（Wylie 羅馬轉寫為 s），則必須寫成
23-0?-

「用瓶……」，此時 Wylie 羅馬轉寫

為 bum pas。而-:-
結尾的

/3-3#:-
「虛空」（Wylie 羅馬轉寫為 nam mkha’），其

後音節若有邏義格助詞
<-
（Wylie 羅馬轉寫為 r），則必須寫成

/3-3#<-
「於虛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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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3-3#:-

的後加字母-
:-

為邏義格助詞
<-

所取代），此時 Wylie 羅馬轉寫為

nam mkhar；-:-
結尾的

P2-3,:-
「宗義」（Wylie 羅馬轉寫為 grub mtha’），其

後若有作具格助詞
?-

（Wylie 羅馬轉寫為 s），則必須寫成
P2-3,?-

「以宗義……」

（注意：
P2-3,:-

的後加字母-:-
為作具格助詞

?-
所取代），此時 Wylie 羅馬轉寫為

grub mt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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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梵音篇 

○18 如何以藏文字母音譯梵文字母 

「音譯」、「音寫」或「轉錄」（transcription），顧名思義就是每個藏文字

母本身只是表達梵文的語音但不表示其意義，這種情形在漢譯經典也經常可以看 

到；例如：以「牟尼」來音譯梵語羅馬轉寫 muni「仙人、大仙、寂默者」，其 中

的「牟」用來表達 mu 的音、而「尼」用來表達 ni 的音，「牟」、「尼」本身 並

無特別的意義；又如：以「那落迦」音譯梵語羅馬轉寫 naraka「地獄」，以「蔑

戾車」或「彌戾車」音譯梵語羅馬轉寫 mleccha「邊地之卑賤種族、野蠻人」，

以「伐折羅」或「波闍羅」音譯梵語羅馬轉寫 vajra「金剛」，以 「彌勒」或「梅

怛麗耶」音譯梵語羅馬轉寫 maitreya「慈氏」（即彌勒菩薩），以「須彌」或「蘇

迷盧」音譯梵語羅馬轉寫 sumeru「妙高山」（即須彌山），以「摩登伽」或「末

蹬伽」音譯梵語羅馬轉寫 mātaṅga「下賤種姓，低劣種姓」，以「舜若多性」音

譯梵語羅馬轉寫 śūnyatā「空性」，以「波斯匿」音譯梵語羅馬轉寫 prasena-jit

「勝軍，勝光」（印度古代國王名），以「多陀阿伽度」音譯梵語羅馬轉寫 tathāgata

「如來」，以「阿難陀」或「阿難」音譯梵語羅馬轉寫 ānanda「慶喜、普喜」（即

阿難尊者），以「周利槃陀伽，周利槃特」音譯梵語羅馬轉寫 śuddhi-panthaka

「小路、淨道」（即小路尊者），以「般若」音譯梵語羅馬轉寫 prajñā「智慧，

覺慧」，以「波羅夷」音譯梵語羅馬轉寫 pārājika「他勝罪」，以「提婆達多」

或「調達」音譯梵語羅馬轉寫 deva-datta「天授，天賜」，以「波羅蜜多」音譯

梵語羅馬轉寫 pāramitā「到彼岸，度無極」，以「波逸提」音譯梵語羅馬轉寫

pāyattika「棄墮」，以「爍迦羅」音譯梵語羅馬轉寫 cakra「金剛、堅固、精進、

輪鐵」，以「比丘」或「苾芻」音譯梵語羅馬轉寫 bhikṣu「乞士、出家人」，以

「優婆塞」音譯梵語羅馬轉寫 upāsaka「近事男、居士」，以「俱舍」音譯梵語

羅馬轉寫 kośa「藏、寶庫」，以「娑婆訶」或「娑哈」音譯梵語羅馬轉寫 svāhā

「奠基、安定」，以「迦樓羅」音譯梵語羅馬轉寫 garuḍa「鵬、金翅鳥」，以「怛

特羅」音譯梵語羅馬轉寫 tantra「密續、秘密本續」，以「曼荼羅」音譯梵語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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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轉寫 maṇḍala「壇城」，以「文殊師利」或「曼殊室利」音譯梵語羅馬轉寫

mañjuśrī「妙吉祥」（文殊菩薩名號之一）等。 

同樣地，在《西藏大藏經》中，這種音譯的情況也經常可以看到，特別是在

每部西藏經論起首的
o-$<-{.-.-

「於梵語中」之後所列的、以藏文字母音譯梵語

的題名；但是，西藏三十字母的子音只有二十八個，而母音總共也只有五個，以

這麼有限的子音和母音如何去表達有三十三個子音及十四個母音的梵語字母

呢？ 

底下筆者打算先以〈※梵文母音和藏文母音的對照表〉及〈※梵文子音和藏

文子音的對照表〉這兩個單元，說明梵、藏兩種語言的字母之間，羅馬轉寫的同、

異情況；然後配合〈※範例〉加以說明。 

 

※梵文母音和藏文母音的對照表 2  

單母音 a i u ṛ ḷ 

梵文字母 a î ¨ Å lO 

藏文字母 
A- AA- 

A- <F- =F- 

長母音 ā ī ū ṝ ḹ 

梵文字母 a; È Ë ÅO lø 

藏文字母 A- AA- 
A- <F- =F- 

雙母音 e ai o au  

梵文字母 E Ee a;e a*  
藏文字母 AJ- AN- AR- AW-  

                                                 
2 〈※梵文母音和藏文母音的對照表〉及底下的〈※梵文子音和藏文子音的對照表〉，乃根據 M. 

Hahn（1994, 25-26）的表格改編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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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沒有標示天藍底色的羅馬字體所對應的藏文字母表示藏文原本就有的

五個母音（三個單母音及二個雙母音），而有標示天藍底色的羅馬字體所對應的

藏文字母則是藏文原本沒有，因為音譯的需要而發展出來的組合方式。因此，當

我們閱讀藏文文獻，若發現這類特殊組合的母音時，便可以判定它為音譯而非意

譯；這類組合的母音多半以咒音（梵 mantra）、專有名詞及梵文題名的方式出

現。 

底下就依序說明這些特殊組合的母音。首先，在單母音的部分，以半母音 （亦

是捲舌音）
<-

加上由

 

A
（藏 gi gu）反轉而來的特殊母音符號 F 而形成

<F-
，用來表

示梵文單母音 ṛ。半母音
=-

加上 F 所形成的
=F-

，則可用來表示梵文單母音 ḷ。 

其次，在長母音的部分，以下加的小
:- 3表示長音；如

A-
結合下加小

:-
得到

A-
，

可以表示梵文長母音ā；
AA-

結合下加小
:-

得到
AA-

，可以表示梵文長母音ī；<F-
結合下

加的小
:-

得到
<F-

，可以表示梵文長母音ṝ；
=F-

結合下加的小
:-

得到
=F-

，可以表示梵

文長母音ḹ。 

至於雙母音的部分，則以
A-

結合二個
 J

（藏’greng  bu）形成
AN-

，用以表示

梵文雙母音 ai；以
A-

結合二個 R（藏 na ro）得到
AW-

，表示梵文雙母音 au。 

 
※梵文子音和藏文子音的對照表 

喉音／軟顎音 

（guttural/velar） 

k kh g gh ṅ 

 

梵文字母 k % g ` õ 

閉鎖音 

藏文字母 
!- #- $- ,- %- 

                                                 

3 從〈○8 基字與下加字母的組合〉可以知道：藏文的下加字母實際上僅有
7-
、

; -
、

<-
及

=-
四個，

而此處的小
:-
只是在音譯梵文時表示長母音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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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蓋音／舌面音 

（palatal） 

c ch j jh ñ 

梵文字母 c z j Z ñ 

藏文字母 
4- 5- 6- $- 

*- 

捲舌音 

（cerebral/retroflex）

ṭ ṭh ḍ ḍh ṇ 

梵文字母 $ # @ ! <; 

藏文字母 
B- C- D- [- E- 

齒音 

（dental） 

t th d dh n 

梵文字母 t q d / n 

藏文字母 
+- ,- .- K- /- 

唇音 

（labial） 

p ph b bh m 

梵文字母 p f b . m 

藏文字母 
0- 1- 2- S- 3- 

 半母音 

（semi-vowel） 

y r l v 

梵文字母 y r l V; 

藏文字母 
;- <- =- 7-

或
2- 

 非 閉 鎖

音 

齒擦音 

（spirant） 

ś ṣ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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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文字母 X; W s 

藏文字母 
>- F- ?- 

送氣音 

（aspirate） 

h 

梵文字母 h 

藏文字母 
@- 

隨韻 

（梵 anusvāra） 

ṃ/ṁ 

梵文字母 • 

藏文字母 ) 

 語尾送氣音 

（梵 visarga） 

ḥ 

梵文字母 : 

藏文字母 ;
或

: 

 

 

在上表的「閉鎖音」（stops）及「非閉鎖音」（non-stops）二欄中，我們可

以看到同時表示梵文與藏文子音的羅馬字體以及對應的梵文與藏文；其中，沒有

標示天藍底色的部分，表示藏文原本就有的子音（共有 23 個），而有標示天藍

底色的部分，則是藏文原本沒有，然由於音譯的需要而創制或組合而成的子音（共

有 10 個），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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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各位已經進入藏文之門了！ 

嘉言選讀→ 提振學習心力 

o=-Y?-(J/-0R-8A-2-z?-36.-0:A-,R.-:)$-$A-=J:-S$-0, 

$R3?-/-a-2<-3A-:I<-2:A, ,.%R?-.J-$%-;%-; R.-3-;A/, 

補充上次 

:.A-{.-2.$-$A?-,R?-0, 
（nst） （我聽到這段話這件事）→ 重點在“這件事” 

or  

:.A-{.-
（n） 2.$-$A?-,R?-0, 

（ast） （我聽到的這段話）→ 重點在“這段話”
 

創制：把藏文第三組的「齒音」（dental）+-
、

,-
、

.-
、

/-
及第 7 組的「齒擦

音」（spirant）>-
依序反轉為

B-
、

C-
、

D-
、

E-
及

F-4 ，分別用來表示梵文的「捲舌

音」（cerebral）$、#、@、<;及W。 

組合：以下加的
@-

表示「送氣音」（aspirate），例如以藏文字母組合而成的
,-

、

$-
、
[-

、
K-

及
S-

依序用來表示對應的梵文送氣音`、Z、!、/及.。 

如前所述，藏文羅馬轉寫與梵文羅馬轉寫相同的部分有二十三個，而其他的

七個藏文字母，除了
@-

（藏a）等同梵文母音a（梵a）外，其餘六個——4-
（藏

tsa）、
5-

（藏tsha）、
6-

（藏dza）、
8-

（藏źa）、
9-

（藏za）、
:-

（藏’a）——則是吞

彌根據西藏固有的語音創制的。然而因為吞彌聽到當時的西北印人將梵語的c

（梵ca）、z（梵cha）、j（梵ja）分別讀成舌尖前部的塞擦音
4-

（藏tsa）、
5-

                                                 
4 見：稻葉正就（1986, 54）、H. B. Hannah（1991, 15）及山口瑞鳳（1998, 18）。在西藏語中，

B-
、

C-
、

D-
、

E-
及

F-
再加上

e-
（藏 kṣa），合稱為「六反體字」或「六逆字」（藏 log yig drug; 英

the six reversed 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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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tsha）、
6-

（藏dza），因而誤以為梵文沒有舌面前部的上顎音
&-

（藏ca）、
(-

（藏cha）、
)-

（藏ja）；而西藏的傳統說法也始終認為吞彌仿效梵文字母所造的

是
4-

、
5-

、
6-

而非
&-

、
(-

、
)-

，亦即認為
&-

、
(-

、
)-

是吞彌另外創制出來的。5 由於

這樣的誤會，因此在音譯梵文的c（梵ca）、z（梵cha）、j（梵ja）時，均錯誤

地依序以
4-

（藏tsa）、
5-

（藏tsha）、
6-

（藏dza）來表示。例如《佛母般若波羅

蜜多心經》6的梵文題名的羅馬轉寫為BHagavatī-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而

若以藏文字母來音譯的話，表示如下：
S-$-2-+A-Tx-0-<-3A-+-Z F-.-;,

。其中，
S-

即梵文

羅馬轉寫的BHa，
$-

即梵文羅馬轉寫的ga，
2-7即梵文羅馬轉寫的va，

+A-
即梵文羅

馬轉寫的tī，Tx-8（注意：此處
6-

的羅馬轉寫必須視為ja而不能視為dza）即梵文

                                                 
5 見：蕭金松（1985, 336-339）。 
6 即《東北目錄》（根據《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編製），no. 21，〈般若部〉（藏 śes phyin）= no. 

531，〈十萬怛特羅部〉（藏 rgyud ’bum）及《台北版》（為《德格版 西藏大藏經》之翻印），

no. 21，〈般若部〉= no. 528，〈十萬怛特羅部〉。 
7 參見：稻葉正就（1986, 88）§80。

2-
（藏 ba）的唸法有二種：1. 如果當作「語尾助詞」使用

時，其讀音與
7-
（藏 wa）相同，讀作〔waf〕或〔waw〕，因此

2-
（通常出現在基字位置）和

7-
（通常出現在下加字母的位置）二者經常被用來音譯梵文字母V;（梵 va）；2. 除了當作語尾

助詞外，
2-
一般是讀作〔pav〕，因此又常被用來音譯梵文字母b（梵 ba）。綜上所述，藏文字

母
2-
可依音譯需要，而用來表示梵文字母V;或b；但是藏文字母

7-
則僅能表示梵文字母V;。 

8 除了少數單詞（如
=J:-

「品，節，章」、
HJ:-

「幼兒」、
LA:-

「雀，小鳥」等）之外，一般而言，藏

文的一個音節中只能有一個母音，然而這個規定並不適用於以藏文字母音譯 梵文字母的情

況，亦即音譯的母音數與音節點無關，而與橫向位置的字母所佔的數目有關。以
Tx-

「般若」

為例，雖然
T-
（藏 pra）與

x-
（藏 jñā）為同一個音節，但因其橫向佔了二個字母的位置，因

此音譯時所對應的梵文轉寫必須有二個母音，一個為 pra 的 a，另一個為 jñā 的 ā。但也有例

外，例如
0.-3-

「蓮花」中的第一個音節
0.-

雖佔了二個字母的位置，但其對應的梵文轉寫卻是

pad 而非 pada；這是因為「蓮花」的梵文轉寫是 padma 而非 padama。因此，根據筆者的經

驗，碰到以藏文字母音譯梵文字母的情況時，最好能用《梵文辭典》檢核其對應的梵文轉寫是

否為正確的梵文單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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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轉寫的prajñā，
0-

即梵文羅馬轉寫的pā，
<-

即梵文羅馬轉寫的ra，
3A-

即梵文

羅馬轉寫的mi，+-
即梵文羅馬轉寫的tā，

ZF-
即梵文羅馬轉寫的hṛ9 ，

.-
即梵文羅

馬轉寫的da，
;-

即梵文羅馬轉寫的ya。
 

※範例 10  

梵文羅馬轉寫 藏文音譯 藏文意譯 中文意義 

bodhi 2RKA- L%-(2- 
菩提，覺悟 

candrakīrti 4j!AgA- ^-2-P$?-0- 
月稱 

asaṅga 
A-?;- ,R$?-3J.- 無著，阿僧伽 

sarvajña ?jx- ,3?-&.-3HJ/-0- 一切智，薩婆若 

mañjuśrī 3QXA- :)3-.0=- 
妙吉祥，文殊師利 

garuḍa 
$<D- 3#:-wA%- 金翅鳥，迦樓羅 

maṇḍala 
30=- .GA=-:#R<- 壇城，曼荼羅 

mantra 
3c- }$?- 

密咒，漫怛羅 

tantra 
+c- o.- 

密續，怛特羅 

svāhā J@- $8A-5$?- 奠基，娑婆訶 

śubha 
>S- .$J-2- 清淨，輸婆 

maṅgalaṃ 3;=)- 2N->A?- 幸福，吉祥 

acala 
A4=- 3A-$;R-2- 不動﹝明王﹞ 

                                                 

9 
ZF-
（藏 hṛ）與

ZA-
（藏 hri）不同，這是必須注意的。 

10 範例主要引自 STCD （1991）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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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ādhi ?3KA- +A%-%J-:6B/- 等持，三昧，三摩地 

samāhita ?3@A+- 3*3-28$- 
三摩呬多，等引 

samāpatti ?30XA- ~R3?-:)$- 三摩鉢底，等至 

nīlakaṇṭha /A=!&- k-L, 3PA/-}R/- 孔雀，青頸，尼陀乾 

dhyāna P/- 2?3-$+/- 
靜慮，禪那 

śamatha 
>-3-,- 8A-$/?- 止，寂止，奢摩他 

vipaśyanā 2A0B/- z$-3,R%- 觀，勝觀，毘婆舍那 

śāriputra ><A0Q- >-<A:A-2- 舍利子，舍利弗 

śarīra ><A<- {, =?- 身體，舍利，設利羅 

gautama $W+3-  
瞿曇，喬答摩 

vaiḍūrya 2ND#- 2J-D<-;- 吠琉璃，貓眼石 

gaṅga $;- $%-$- 恆河，殑伽河 

upādhyāya A0P;- 3#/-0R- 親教師，鄔波柁耶 

paṇḍita 00A+- 3#?-0, 36%?-0- 班智達，學者 

bande 2fJ, 2/-.J- 24/-0- 
大德，佛教僧侶 

amṛta AWF+- 2..-lA- 甘露，阿密哩多 

avalokiteśvara A2=R!A+J-I<- ,/-<?-$9A$?-.2%-K$- 觀自在﹝菩薩﹞ 

maitreya 3NQJ;- L3?-0- 
慈氏，彌勒 

padma 0.-3, 0E- !-3-=- 
蓮花，八瓣青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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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āga <$- :.R.-($?- 貪欲，愛染 

svasti J!A- 2N->A?, 2?R.-/3?- 安樂，吉祥，福德 

ācārya A4#- aR2-.0R/- 軌範師，阿闍黎 

karma 
!k- =?- 

業 

vipāka 2A0!- i3-0<-(A/-0- 異熟 

nāgārjuna /$m/- [-12- 龍樹，龍猛 

另外，以藏文字母音譯梵文字母的其他例子如下： 

Ārya-vajracchedika-nāma-prajñāpāramitā-mahāyāna-sūtra（《「聖‧能

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大乘經》）的藏文字母的音譯為
A#-2#oK.A!-/3-Tx-0<3A+- 

3@;/-?Q,
，而藏文字母的意譯為

:1$?-0->J?-<2-GA-1-< R=-+-KA/-0-hR-e J-$&R.-0-8J?-L-2- 

,J$-0-( J/-0R:C-3.R,
。又如 Mūla-madhyamaka-vṛtti-prasannapadā（《根本中觀

注——明句論》）的藏文字母的音譯為
3-=-3P3!-VFXA-T?o0.,

，而藏文字母的意譯

為
.2-3-l-2:A-:PJ=-0-5B$-$?=-2,

。Ārya-sukhāvatīvyūha-nāma-mahāyāna-sūtra

（《「聖．極樂莊嚴」大乘經》，亦即《阿彌陀經》）的藏文字母的音譯為

A#-?#2+AL@-/3-3@;/-?Q,
，而藏文字母的意譯為

:1$?-0-2.J-2-&/-IA-2!R.-0-8J?-L-2- 

,J$-0-( J/-0R:C-3.R,
。Dama-mūko-nāma-sūtra（《「賢愚」經》）的藏文字母的音譯

為
.3-3!R-/3-?Q,

，而藏文字母的意譯為
36%?-]/-8J?-L-2:A-3.R,

。BHāvanā-yoga- 

avatāra（蓮華戒《入修瑜伽》）的藏文字母的音譯為
S2/-;R$2+<,

，而藏文字母

的意譯為
i=-:LR<-|R3-0-=-:)$-0,

。而「六字大明咒」（藏 yig ge drug ma）：oṃ ma 

ṇi pad me hūṃ 的藏文字母的音譯為<
-3-EA-0EJ->,

。又如 Mañjuśrī-kumāra-bhū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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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吉祥童子）的藏文字母的音譯為
3QXA-!3<-S+,

，而藏文字母的意譯

為
:)3-.0=-$8R/-/<-I<-0,

等。
 

有時候西藏人在音譯梵文字母時，會作一些省略或使用約定俗成的不正確

音譯，除非具備基本梵文佛學單詞的知識，否則很難判斷省略的字母是什麼？例

如若將
2RKA-?<-

會得到 bodhisatva（為 bodhisattva「菩提薩埵，菩薩，大士，覺

有情」之略），而這個字在梵文辭典中是查不到的，因為它少了一個 t；所以正

確的音譯應為
2RKA-?Y-

。又如
>-#-<-

，最初可能來自於梵文 śarkarā「砂，糖，石蜜」

的音譯
>b<-

，而後由於約定俗成的關係，逐漸演變成今日的
>-#-<-

。又西藏「後

弘期」（藏 bstan pa phyir dar）由「耶協沃」（藏 Ye shes ’od; 意譯為「智光」）

及「強曲沃」（藏 Byang chub ’od; 意譯為「菩提光」或「覺光」）叔侄等從印

度「超戒寺」（梵 vikramaśīla）延請的大班智 達——「阿底峽」（梵 Atīśa; 

982-1054），其藏文的音譯為
A-+A->-

（正確的寫法應為
A-+A->-

）恐怕也是簡化或俗

語化的一個例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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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標點篇 

○19 藏文標點的種類與符號 11 

關於藏文楷書（藏 dbu can; 或譯為「有頭字」）的標點符號（藏 brda mtshon 

rtags shad），說明如下： 

※音節點（
-
） 

音節點（藏 tsheg）用於每一個音節的右上方。當接上底下將說明的 「垂

符」（藏 shad）時，除了
%-

以外，其他字母均不需加音節點；這是因為
%-

若不加

音節點，則
%,

容易與
2

混淆而
%R,

容易與
2R

混淆之故。 

（1） $?=-8A%-<A$-0, ]R:A-35/-*A., 清淨而明知者，即「覺知」的定義。  

（2） .J-{.-&J?-$?R=-2-.%-, 當〔他〕問了這段話之後……。                   

（3） L%-KR$?-/?-3 A-;R%-%R-, ,  人從北方來。 

（4） 3A-:.A-/A-;R/-+/-&/-/R, , 此人有學問（有功德）。 

（5） 2%-2-.J-3J-+R$-=-2{R<-2-2{R<-<R, , 那蜜蜂圍著花轉。 

上例中，句（2）和（3）由於是
%-

及
%R-

結尾，因此需要音節點隔開，而句（1）、

（4）及（5）則不需要。 

 

※單垂符（
,
） 

藏文依文體的不同，可分為「長行」（藏 lhug tshig; 即散文體）和 「偈頌」

（藏 tshigs bcad; 即詩歌體）二類；而單垂符（藏 tshig shad 或 rkyang shad

或 phur shad）均可使用其中。 

其中，長行有二種用法： 
                                                 
11 此部分主要參考：稻葉正就（1986, 54）§42、H. B. Hannah（1991, 45-46）、胡書津（1987, 

223-227）及 S. Hodge（1993, 9），“5. Punc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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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於句中列舉語詞的情形，通常會伴隨連結助詞（藏 dang sgra）
.%-

「和」

或分合助詞（藏’byed sdud）
:3-

「或」等等之後，相當於中文的「頓號」（、）。

例如： 

3A$-.%-, i-2-.%-, $-.%-, tJ-.%-, =?-.%-, ;A.-.R, , 眼、耳、鼻、舌、身、意。 

;R.-.3, 3J.-.3,  有、或者無？ 

 

（2）用於句意尚未完結、語氣稍微停頓之時，通常伴隨帶餘助詞（藏 lhag bcas）

+J-
等之後，相當於中文的「逗號」（，）或「分號」（；）。例如： 

.J-{.-3A-:,.-.J, <%-=$?-.%-:$=-2:A-KA<-< R, , 
此說不合理，因為與自宗相違。 

=?-:.A-3A-g$-!J, {.-& A$-<J-<J?-:) A$-0:A-KA<-< R, , 
此身無常，因為剎那滅。 

其次，在偈頌中有如下這種用法： 

（3）在一個語意完整的偈頌中（可能是四句或四句以上），通常每一個偈句的前、

後均會使用「單垂符」，而最後一個偈句的結尾則會使用底下將提到的「雙垂符」。

例如： 

$%-.$-%-=-$9$?-?-3,R%-,    諸以色觀我， 

,$%-.$-%-=-1<->J?-0,       以音聲尋我， 

,=R$-0<-%R%-2<-8$?-0-!J,    彼生履邪斷， 

,*J-2R-.J-.$-%-3A-3,R%-, ,      不能當見我； 

?%?-o?-i3?-/ A-(R?-* A.-2v,  應觀佛法性， 

,:SJ/-0-i3?-/A-(R?-GA-{,      即導師法身， 

,(R?-*A.-<A$-0<-L-3A/-0?,     法性非所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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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i3-0<-> J?-3A-/?, ,     故彼不能了。 

（漢譯部分引自玄奘法師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九能斷金剛分》，T7, 985a） 

由上可知，中文的頓號、逗號或分號，在藏文中均是以單垂符表示；因此

在翻譯藏文文獻時，必須根據單垂符之前所使用的助詞，而決定較適當的中文標

點符號。 

※雙垂符（
,,

） 

雙垂符（藏 gnyis shad）的用法亦可分為長行與偈頌二類。在長行中： 

（1）用於語意完整的句末，此時通常會伴隨「完結助詞」（藏 rdzogs tshig），

其用法相當於中文的「句號」（。）。例如： 

1-3:A-2!:-SA/-=-SA/-=/-2?2-2R, ,  報答父母的恩惠。 

而在偈頌中： 

（2）雙垂符用於偈頌中最後一個偈句的末尾。例如： 

{<-3-<2-<A2-3<-3 J-.%-,    諸和合所為， 

,+-3-9A=-0-(-2<-.%-,
      如星翳燈幻， 

,kA-=3-\R$-.%-3A/-v-2<,
    露泡夢電雲； 

,:.?-L?-(R?-i3?-.J-v<-2v,
 
,
 應作如是觀。 

（漢譯部分引自玄奘法師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九能斷金剛分》，T7, 985c） 

 

※四垂符（
,, ,,

） 

四垂符（藏 bzhi shad）主要用於長行或偈頌的完整「卷冊」（藏 bam po）、

「章」（藏 le’u; 或譯為「節」、「品」）的末尾。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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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 菩 薩 行 論 》 第 一 品 的 內 容 結 束 ）
,,L%-(2-?J3?-.0:A-,R.-0-=-:)$-0-=?, 

L%-(2-GA-?J3?-GA-1/-;R/-2>.-0-8J?-L-2-!J, =J:-.%-0R:R,, ,,12 （《入菩薩行論》第二品

的內容開始） 

《入菩薩行論》第一品：「解說菩提心的利益」 

 

※莊嚴符（?） 

莊嚴符（藏rgyan shad）使用於偈頌的開頭 13。H. B. Hannah（1991, 46）

說明「莊嚴符」猶如蓮花（lotus）和它的莖桿（stalk），主要用於正式的信件、

諺語或格言等等當中，意味著「新的開始」。 

 

※雲頭符（$、
!

或
#

）  

雲頭符（藏dbu khyud）多用於藏文行書和楷書寫就之文章、書籍、佛典的

卷首，表示文章由此開始；此外，亦表示「吉祥」、 「莊嚴」和「開卷有益」之

意。其中以
!

最常見。關於上面的符號，藏文 有許多不同的名稱：「日月符」（藏

                                                 
12 在《西藏大藏經》中，佛典的「題名」在文章的最初及末尾均會記載，而「卷次名」或「章

節名」則載於該卷或章節內容之後；後者是和中文佛典不同之處。  
13 雖然稻葉正就（1986, 54）引音成就金剛（藏 dByangs can grub pa’i rdo rje）的說法，認為

此莊嚴符是用於偈頌的開頭；但筆者依據音成就金剛的《三十頌心要釋——樹王論》（藏 Sum 
cu pa’i snying po’i don gsal byed legs bshad ljon pa’i dbang po）及《性入法——顯明難處

精要之明鏡》（藏 rTags kyi ’jug pa’i snying po’i don mdo tsam brjod pa dka’ gnad gsal ba’i 
me long）二部著作的內容來看，此符號似乎也有科判、分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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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i zla; 主要是指
!

）、「卷首符」（藏dbu或dbu mgo）、「篇頭符」（藏dang kyog14; 

主要是指
!

）、「字首花紋」（藏berga; 此單詞為梵文berga的音譯） 

若根據 H. B. Hannah（1991, 46） 的說法，$用於宗教作品（religious work）

的首章；
!

（梵 svasti「吉祥」; auspicious benediction「吉祥的祝福」）用於

任何論述倫理學（Ethics）及道德學（Morality）的作品開頭中；
#

（梵文名

稱同
!

）用於哲學（Philosophy）及宗教學（Thrology）等作品的卷首。 

此外，胡書津（1987，227）一書還提到了「敬重號」（藏 tshe mgo）
7

及

「著重號」（藏’og skor） &二種符號。其中，前者一般用於名人的姓名之前以示

尊敬；後者則用於需要強調重點的相關字、詞之下，表提示之用；多見於文法和

詩詞著作中。 

 

作業：查《西藏大藏經》 

《維摩詰經》第三品、《中論》第十八品、《四百論》第十二品、《佛護論》第二

十四品、《入菩薩行論》第九品、《現觀莊嚴論》第四品、《俱舍論》第六品、《釋

量論》第二品、《入中論》第六地、《解深密經》第五品。 

 

6. 文法篇 
6.1. 單句 
6.1.1. 單句的三個基本句型 

藏文的單句可以歸納為底下三個基本句型 15： 

                                                 
14 根據薩迦班智達的說法，用形如象鼻的

A-
字，表示文字（文章）的開端，故有此名。或謂梵

語的咒文頭上，常寫一個
AR-
字，故在藏文的開頭也寫一<

-
字，經演變形成為書名和篇章前的符

號。引自 TCD （1993, 1240a）的
.%-GR$-

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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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單句的第一個基本句型（sst1） 
 

sst1 = s（←n/pn/vn/nst+ø(N)）+ vi 
 
※其中，sst1（←simple sentence 1，單句的第一個基本句型）、s（subject，
主詞）、n（noun，名詞）、pn（pronoun，代名詞）、vn（verbal noun，動狀

名詞或動名詞）、nst（nominal sentence，名詞子句）、ø(N)（表達主格 Nominative 
case 的絕對格 absolute case ø）、vi（intransitive verb，不及物動詞，即不需

受詞或動作對象的動詞）。 
 
○21 單句的第二個基本句型（sst2） 
 

sst2 = s（←n/pn/vn/nst+ I）+ o（←n/pn/vn/nst+ø(Ac)）+ vt16 
 
※其中，sst2（←simple sentence 2，單句的第二個基本句型）、s（主詞）、n
（名詞）、pn（代名詞）、vn（動狀名詞或動名詞）、nst（名詞子句）、I（作具

格 Instrumental case 助詞）、o（受詞）、ø(Ac)（表達受格 Accusative 的絕對

格）、vt（transitive verb，及物動詞，即必須有受詞或動作對象的動詞）。 
 
○22 單句的第三個基本句型（sst3） 
 

sst3 = s（←n/pn/vn/nst+ø(N)）+ sc（←n/pn/vn/nst/a/va/ast+ø(N)）+ lv（be）

或 
sst3 = s（←n/pn/vn/nst+ø(N)）+ sc（←n/pn/vn/nst/a/va/ast+la don(N)）
+ lv（become） 

 
※其中，sst3（←simple sentence 3，單句的第三個基本句型）、s（主詞）、n
（名詞）、pn（代名詞）、vn（動狀名詞或動名詞）、nst（名詞子句）、ø(N)（表

達主格的絕對格）、sc（subject complement，主詞補語）、a（adjective，形容

詞）、va（verbal adjective，動狀形容詞）、ast（adjectival sentence，形容詞

子句）、la don（邏義格助詞）、lv（linking verb/copula，連繫動詞，類似英語

的 be 和 become 等，主要用來連繫 s 和 sc 這兩者）。 
※la don 有七種形式，參？。 
※lv 若為 be 動詞，則其前的 sc 當中通常會使用 ø(N)，而且 lv 經常會被省略。 

                                                                                                                                            
15 在藏語單句的基本句型中，必須注意：「主詞」（s）不等於「主格助詞」（N）或「作具格助詞」 

（I），而「受詞」（o）也不等於「受格助詞」（Ac）。 
16 若一個動詞在辭典當中的詞性是 vi，當用於單句的第二個基本句型時，需轉用為 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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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 若為 become 動詞，則其前的 sc 當中通常會使用 la don(N)，此時 lv 不可

省略。 
 
6.1.2. 單句三個基本句型的擴充 
○23 擴充 
※可以在 n 的前面加上 a + G 或 n + G，並於其後加上 a、va、ast、num（數

詞）等修飾語，以及 dl（雙數助詞）或 pl（複數助詞）等，讓 s 或 o 變得非常

冗長。同理，pn、vn 或 nst 也可以如此擴充。 
※也可以在三個基本句型中，加入 Tadv、Ladv 或 Madv，讓整個單句的長度增

加。 
※範例 
2&R3-w/-:.?-28$?-?R, ,

（s + vi）→ .?-$&A$-/, 2&R3-w/-:.?-o=-0R:C-#2-/-L-cR.-1%-0R:C- 

<A-=,  .$J-aR%-$A-.$J-:./-(J/-0R-.%-, L%-(2-?J3?-.0:A-.$J-:./-(J/-0R-.%-,2?-$&A$-+-28$?-?R, , 
（Tadv + s + Ladv1 + Ladv2 + s’ + Madv + vi） 

6.1.3. 單句三個基本句型的變形 

理論上，西藏語文的句子就是依循前述單句的三個基本句型與詞彙（包含

實詞與助詞）建構而成的，而這些根據基本句型所造的句子，在語言學理論中稱

之為「基底結構」（underlying structure）；然而我們實際在解讀古典藏文文獻

時，卻經常可以見到不符合基底結構，但語法無誤的句子，這種句子在語言學理

論中稱之為「表面結構」（surface structure）。表面結構是基底結構經由「變形」

或「轉換」（transformation）而來的，而變形的方式主要有四種，亦即：刪略 

（deletion）、加插（insertion）、代換（substitution）及移位（movement）。

其中的加插變形（如英語中使用的虛主詞 it），筆者在古典藏語文獻中尚未見過；

至於其他三種變形，則經常可以見到： 

○24 刪略變形 17 

在古典藏語中，語詞的刪略不論是在長行（藏 tshig lhug; 即散文）或偈頌

（藏 tshigs bcad; 即詩偈）當中，特別是後者，均經常可以看到。關於「刪略

                                                 
17 在英語中，也經常可以見到這種刪略的情形。見：M. Swan（1980, 196-199），‘ellipsis’（leaving 

words out）。 



 70

變形」，可以根據 S. V. Beyer（1992, 194-199）所提出的古典西藏語的「電報

原則」（the telegram principle）來說明： 

（1）藏文資料中的「冗詞」（redundancy）可以，而且經常省略。 

（2）在電報原則下，舊資訊依「可還原性」（recoverability），可視為冗詞而省

略。 

（3）角色助詞（role particles）18的省略。 

西藏「命題句」（proposition）19中的每一個「參與成分」（participant）均

可以三種方式標示其特定的參與角色；亦即：（1）藉由它的角色助詞（即格助詞）、

（2）藉由它在命題句中的位置（即○27 詞序）及（3）藉由它的語意內容（即實

詞的意義）。例如：命題句
o=-0R?-m-3-2&$

「國王打破了甕」。其中
o=-0R-

「國王」

這個參與成分，可以藉由它在命題句的左邊位置、其角色助詞-?-
（即作具格助

詞）及它的語意內容（有生命者）而標示為
2&$-

「打破了」這個動詞的作者。

參與成分
m-3-

「甕」則可藉由它的位置正好在動詞之前、角色助詞為絕對格、以

及它的語意內容——亦即無生命的物體不能當作者——而標示為
2&$-

「打破了」

這個動詞的接受者（對象）。但在「電報原則」之下，上述命題句中的角色助詞

-?-
則是多餘的，因為它所提供的訊息和由位置、語意內容所給予的訊息是相同

的，因此上述命題句可以改寫為
o=-0R-m-3-2&$

，而意思同樣是「國王打破了甕」；

亦即省略了-?-
之後，在語法上仍然是可以成立的。從這個例子中，S. V. Beyer

                                                 
18 S. V. Beyer（1992, 193）書中所謂的「角色助詞」，就是指「格助詞」；因為它可以表達命題

句中的每一個「參與成分」（participant）所扮演的角色。  
19 見：S. V. Beyer（1992, 193）。所謂「命題句」，就是由「事件」（event）和這個事件的 各

個「參與成分」（participant）所組成。其中，事件可由「帶有時態變化的動詞詞組」 （a VERB 

PHRASE carrying its TENSE）表示；而每一參與成分則可用「帶有角色助詞的 名詞詞組」

（a NOMINAL PHRASE with a following ROLE PARTICLE）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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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告訴我們的就是：當命題句中的參與成分沒有伴隨角色助詞時，那麼它「所處

的位置」及它的「語意內容」就是決定它在句中所扮角色的關鍵。 

其他例子說明如下： 

（1）基底結構：
o=-0R?-2$J$?-$?R.-G%-]-3?-2$J$?-:.=,

「國王殺死惡魔，然而上

師則調伏惡魔」→ 表面結構：
o=-0R?-2$J$?-$?R.-G%-]-3?-:.=,

「國王殺死惡魔，

然而上師則調伏〔惡魔〕」。其中，表面結構省略了
2$J$?-

「惡魔」。20  

2. 基底結構：
{-.J-/A-<%-28A/-I A?-!R%-0-;A/,

「那個身體就自性而言是空的」（屬於基

本句型 3.）→ 表面結構：
{-.J-/A-<%-28A/-!R%-0,

「那個身體﹝就﹞自性﹝而言是﹞

空的」（《入修瑜伽》，PE, vol. 102, no. 5313, 42/75b (6)）。其中，表面結構省

略了作具格助詞
IA?-

「就……而言」和連繫動詞
;A/-

「是」。 

3. 基底結構：
1%-0 R-#-;<-2-.%-1%-0R-5S$?-0-$*A?,

「個別的蘊及聚合的蘊二者」→ 表

面結構：
1%-0R-#-;<-2-.%-5S$?-0-$*A?,

「個別的蘊及聚合的〔蘊〕二者」。從連結

助詞
.%-

「及，與，和」其前、後名詞的關係必須對等或相當的情況下，我們可

以推知在表面結構中，連結助詞
.%-

「及，與，和」與
5S$?-0-

「聚合的」之間省

略了
1%-0R-

「蘊」。 

 

【補充】單句的基本句型 3（sst3）的例子 

KR$?-.%-KR$ ?-353?-,-..-0-/?-[%-(J/-0R:C-(:A-1%-0R-o-35S-(J/-0R<- 

22-0- / A-:.A-v-!J, 

=/-D:A-<R<-< R-$&A$-0<-:I<-<R, ,:R.-Y%-. J-28A/-.-L%-(2-?J3?-.0:A-.$J-2:A-l-2-|R-,-..-0-/?-2?

                                                 
20 相關說明，詳見：S. V. Beyer（1992, 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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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L%- 

(2-+-;R%?-?-2}R?-0-,3?-&.-G%-:.A-v-!J, ,3?-&.-3HJ/-0-*A.-G A-<R<-< R-$&A$-0<-:I<-<R, , 

:#R<-2:A-l-2-/A-2.$-:6 B/-3-<A$-0-;A/-/R,, 

=3-IA-l-2-2>J?-$*J/-2!J/-5=-;A/-/R,, 

o-:V?-3/-%$-2./-.%-2.$-$8/-3*3-2eJ-$*A?-GA?-]R-.%-/?-=3-3-8$?-0:A- 

$%-9$-/A-,J$-(J/-5S$?-=3-0<-I<-<R,, 

 

【作業】查《西藏大藏經》 

《維摩詰經》第三品（大正藏有）、《中論》第十八品（大正藏有）、《四百論》第

十二品（大正藏有部分翻譯）、《佛護論》第二十四品（大正藏無）、《入菩薩行論》

第九品（大正藏無，但有如石法師的漢譯）、《現觀莊嚴論》第四品（大正藏無，

但有法尊法師的漢譯）、《俱舍論》第六品（大正藏有）、《釋量論》第二品（大正

藏無，但有法尊法師的漢譯）、《入中論》第六地（大正藏無，但有法尊法師的漢

譯）、《解深密經》第五品（大正藏有）。  

方法： 

（1）若有《大正藏》的漢譯，則先查出《大正藏》的編號，然後根據《東北目

錄》的〈索引．第八〉查出對應的《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的編號。然後依這個編

號便可以在東京大學編的《德格版西藏大藏經》或台北南天書局編的《台北版西

藏大藏經》當中查出所需的藏文文獻。 

（2）若無《大正藏》的漢譯，則先依佛學辭典（例如《佛光大辭典》等）查出

藏文或梵文的題名，然後依序根據《東北目錄》的〈索引．第一〉與〈索引．第

二〉查出對應的《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的編號。然後依這個編號便可以查出所需

的藏文文獻。 

（3）若僅知論典的作者而不曉得題名，則可以依據《東北目錄》的〈索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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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查出該作者所有著作的編號，然後一一過濾所要的著作。 

（4）若僅知經論中文名稱與部類而不曉得藏文題名、梵文題名與作者名，則建

議從《東北目錄》的〈目次〉當中的部類去搜尋。 

（5）有時候，雖有藏文或梵文題名，卻仍然查不到所需文獻的話，有可能我們

所知道的題名只是簡稱而非全稱（完整題名），這時可能得試圖找出其全稱，否

則還是查不到。 

總之，沒事時多翻閱《東北目錄》，絕對有助於自己熟悉經論的題名與作者。

瞭解不同作者之間的關係。也可以瞭解各種部類當中包含哪些經論等。此外，最

重要的，就是可以在《東北目錄》當中找到自己想要處理的經論。 

 

記住：身體的鍛鍊不能無限進步，但認知（包含心與心所）則可以無限進步，直

至成為佛的一切相智為止！ 

4. 基底結構：
2!:-.J-/A-S%-2:A-.R/-;A/-IA-%J?-0:A-.R/-/A-3-;A/-/R, ,

「那部佛經是不了義，

而不是了義。」→ 表面結構：
2!:-.J-/A-S%-2:A-.R/-IA-% J?-0:A-.R/-/A-3-;A/-/R, ,

「那部佛

經〔是〕不了義，而不是了義。」（《二十釋疏》，PE, vol. 113, no. 5566, 318/ 

215b, (7)）在表面結構中，第一個連繫動詞
;A/-

「是」被省略了。 

5. 基底結構：
:1$?-0-.$R%?-0-% J?-0<-:P J=-0-=?-)A-{.-., L3?-0-$%-;%-*/-,R?-i3?-GA- 

.$J-2:A-(R?-:)A$-gJ/-0-.%-:)A$-gJ/-=?-:.?-0-,3?-&.-.3, L%-(2-?J3?-.0:-i3?-GA-.$J-2:A- 

(R?-:) A$-gJ/-0-.%-:) A$-gJ/-=?-:.?-0-,3?-&.-.3, .J-28A/-$>J$?-0-i3?-GA-.$J-2:A-(R?-:) A$- 

gJ/-0-.%-:)A$ -gJ/-=?-:.?-0-,3?-&.-G%-8A-$/?-.%-z$-3,R%-IA-:V?-2-;A/-0<-<A$-0<-L:R-8J?-

$?%?-0-v-2: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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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聖．解深密經》所說的：「慈氏！當知無論是諸聲聞的世間及出世間的一

切善法、諸菩薩的世間及出世間的一切善法、或者諸如來的世間及出世間的一

切善法，均是止和觀的果。」 

→ 表面結構：
:1$?-0-.$R%?-0-% J?-0<-:P J=-0-=?-)A-{.-., L3?-0-$%-;%-*/-,R?-i3?- 

GA:3, L%-(2-?J3?-.0:-i3?-GA:3, .J-28A/-$>J$?-0-i3?-GA-.$J-2:A-(R?-:) A$- 

gJ/-0-.%-:)A$ -gJ/-=?-:.?-0-,3?-&.-G%-8A-$/?-.%-z$-3,R%-IA-:V?-2-;A/-0<-<A$-0<-L:R-8J?-

$?%?-0-v-2:R, ,  

如《解深密經》所說的：「慈氏！當知無論是諸聲聞的〔世間及出世間的一切善 

法〕、諸菩薩的〔世間及出世間的一切善法〕、或者諸如來的世間及出世間的一

切善法，均是止和觀的果。」（《修次中》，TE, vol. 36, no. 3921, 459/ 87 (6)-(7)）

其中，基底結構中加天藍色背景的
.$J-2:A-(R?-:)A$-gJ/-0-.%-:)A$-gJ/-=?-:.?-0-,3?- 

&.-
「世間及出世間的一切善法」，在表面結構中被省略了。21而分合助詞也由原

來的
.3-

「或」的形式變為
:3-

「或」，且併入前音節的屬格助詞
GA-

「……的……」

當中，這點必須注意。 

?%?-o?-GA?-:PR-2-i3?-=-(R?-$?%?-?R,, 
→ ?%?-o?-GA?-(R?-$?%?-?R,,  

佛陀為眾生說法。→ 佛陀〔為眾生〕說法。 

○25 代換變形 22  

所謂「代換變形」，就是：前面提過實詞，再次出現時，通常會以同義詞或代

名詞來取代。例如： 

                                                 
21 此處

.$J-2:A-(R?-:)A$-gJ/-0-.% -:)A$-gJ/-= ?-:.?-0-,3?-&.-
「世間及出世間的一切善法」可以省略，是因為有分合助

詞
:3-

「或」作連繫之故。 

22 在英語中，也經常可以見到這種代換的情形。見：M. Swan（1980, 581），'substitution'（代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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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0?-\%-( J/-.J-2?.-.R,, 
→ .J?-.J-2?.-. R,,  

獵人殺了那隻大象。→ 他殺了它。 

.J?-/-,-~.-.-;%-1%-0R:C-5S$?-0-.%-o/-.%-;-I=-.%-(->?-$%-;%-$%-9$-$A-35/-$8A<-$9%-.-3A-

<%-=, .J-i3?-=?-%R-2 R-,-..-0-$8/-;%-$%-9$-+-28$-+-3J.-.J-.J-.$-=-2gJ/-/?-$%-9$-+-2+$?-

0-43-.-9.-0:R, , 

因此，即使在名言中，也絕不可以執著「蘊的聚合、相續、一支及部分」為補

特伽羅的事例；而且，那些〔蘊的聚合、相續、一支及部分〕之外的其他不同

體性者也不能安立為補特伽羅；而僅僅是在依於那些〔蘊的聚合、相續、一支

及部分〕之後，假名為補特伽羅而已。（《入行廣釋》，p. 406, l. 20-p. 407, l. 4）。

其中，
.J-i3?-

「那些」及
.J-.$-

「那些」均是取代前述的
1%-0R:C-5S$?-0-.%-o/-.%-;-I=-.%- 

(->?-
「蘊的聚合、相續、一支及部分」。  

 
○26 移位變形 

如〈6.1.1. 單句的三個基本句型〉描述一般，古典西藏語文的單句中，各個

詞類基本上有其一定的排列方式；但在實際的文獻中，卻可以看到沒有遵循詞序

的情況。特別是在強調受詞的場合中，受詞經常會調至主詞之前，這時受詞後面

通常會伴隨強調助詞
/A-

。例如： 

1. 基底結構
]-3?-(R?-2>.,

「上師解釋了法。」（屬於○21 ）→ 表面結構
(R?-/A-]-3?-2>.,

「法被上師解釋了。」（移位後形成：o + s + vt） 

2. 基底結構
<%-$A-?J3?-=?-L%-(2-24=-2<-L:R, ,

「〔我們〕應從自己內心當中尋求菩

提（o）。」（屬於○21 中，省略主詞 s 的句子；亦即原本應為：〔s +〕Ladv + o + 

vt）→ 表面結構
L%-(2-/A-<%-$A-?J3?-=?-24=-2<-L: R, ,

「菩提（o），〔我們〕應從

自己內心當中尋求。」 （移位後形成：o 〔+ s〕+ Ladv+ 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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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R$-:.A-9-2<-:.R.-.R,, 
→

 >A%-+R$-:.A- %?-9-2<-:. R.-.R,,  

我想吃這個水果。→ 這個水果，我想吃。 

4. 基底結構
.J-=-$%-9$ -.%-1%-0R-$%-=-2.J/-:6 B/-!/-2+$?-.%-z/-*J?-GA-H.-0<-.3A$?-G%- 

<%-,
「此中，不論在補特伽羅及（或）蘊上，均可以緣得到遍計執 實及俱生〔執

實〕的〔二種〕差別。」（其中，
2.J/-:6 B/-!/-2+$?-.%-z/-*J?-GA-H.-0<-

「遍計執實

及俱生〔執實〕的〔二種〕差別」為此句的 o）→ 表面結構
.J-=-2.J/-:6 B/-!/-2+$?- 

.%-z/-*J?-GA-H.-0<-/A-$%-9$-.%-1%-0 R-$%-=-.3A$?-G%-<%-,
「此中，遍計執實及俱生〔執

實〕的〔二種〕差別，不論在補特伽羅及（或）蘊上，均可以緣得到。」（《入

行廣釋》，p. 404, ll. 17-18） 
 

 
6.1.4. 單句內部的詞序 
○27 詞序 23 

瞭解藏語的詞序（word order/morpheme sequence），有助於理解西藏文

獻，並提升口語的聽力與表達能力。 

據大陸學者胡坦 24的研究，藏語的詞序特徵如下： 

※動詞詞幹位於句末 

在沒有終助詞的情況下，動詞詞幹位於句末；若有終助詞，則動詞詞幹位於

終助詞之前。 

1%-0R-s-0 R-.J-.$-=-;%-<%-28A/-IA?-!R%-0<-i3-0<-2v:R, , 

※限定詞位於中心詞之後  

                                                 
23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vol. 1，pp. 145-152。  

24 見：胡坦，〈藏語語法的類型特徵〉，《藏學研究論叢‧4》，（西藏：人民，1992），pp. 72-89

及拙著，〈古典西藏語文法教材的基礎研究〉，《中華佛學研究》，第 1 期（民 86 年 3 月），pp. 

253-254。另可參考 M. Swan（1980, 634）一書當中有關英語詞序問題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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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限定詞（attribute）位於中心詞（head-word）之後時，毌須加屬格助詞 （簡

稱 G）。其中的限定詞可以是形容詞、指示形容詞、動狀形容詞或形容詞子句。 

.$J-aR%-$A-.$J-:./-(J/-0R, 

L%-(2-?J3?-.0:A-.$J-:./-(J/-0R, 

※限定詞加屬格助詞居於中心詞之前  

當限定詞位於中心詞之前時，此時須加屬格助詞。其中的限定詞可以是名詞、

動狀名詞、名詞子句、形容詞、動狀形容詞或 形容詞子句；例如：

~A%-,$-0-/?-.!R/-3(R$-$?3-=-*2?-?-:PR-2:A-$%-9$-
「從內心深處歸依於三寶的補特伽

羅」中的限定詞
~A%-,$-0-/?-.!R/-3(R$-$?3-=-*2?-?-:PR-2

「從內心深處歸依於三寶」

為名詞子句，中心詞為
$%-9$-

（n）「補特伽羅」，而 G 為
:A-

。
 

92-3R:C-=3-IA-<A3-0, 

o-(J-2:A-=3-IA-<A3-0, 

※位置詞居於名詞之後 

位置詞（adposition）依其在名詞的前或後，可以分為「前置詞」 

（preposition）與「後置詞」（postposition）二種；其中，英語的介系詞屬於

前者，而藏語的助詞則屬後者。例如
!R%-0-*A.-=-

「在空性中」（in the emptiness）；

其中，藏語的
=-

為後置詞，而英語的 in 為前置詞。 

除了上述的特徵外，根據筆者的觀察，還有底下幾種： 

※總名位於別名之前 

L%-(2-?J3?-.0:-?J3?-.0:-(J/-0 R-:1$?-0-,/-<?-$9A$?-.2%-K$ 

5K-.%-w/-0->-<A:A-2, 

3$R/-0R-L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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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0R-[-12, 

o=-0R-$?=-o=, 

aR2-.0R/-.LA$-$*J/, 

.$J-2>J?-0R-+R-2, 

※助動詞位於主要動詞之後 

3A-2m/-0?-/-2.J/-0<->J?-0<-L, 

HJ.-s-2o-0-,-3-=-=?-GA-1A2-0-,3?-&.-9.-0<-:I<-+ J, 9.-0<-L?-/?-.J-28A/-$>J$?-0-:R.- 

.0$-3J.-GA-? %?-o?-GA-8A%-:)A$-gJ/-I A-#3?-2.J-2-&/-.-*J-2<-:I<-+J, .J-28A/-$>J$?-0-:R.-.0$-

3J.-.J?-G%-H J.-]-/-3J.-0-;%-.$-0<-mR$?-0:A-L%-(2-+-=%-!R/-0<-:I<-< R, , 

※相當於梵文之接頭詞（例如 pra-等）的狀態副詞直接置於動詞詞幹之前 

1%-0R-s-0 R-.J-.$-G%-<%-28A/-IA?-!R%-0<-i3-0<-;%-.$-0<-eJ?-?-2v:R,, 

※相當於梵文之接頭詞（例如 pra-等）的狀態副詞直接置於形容詞之前  

5K-KA-3<-.=-:LR<-IA-3A-=?-<A/-0R-(J-a<-;%-,R2-0-. J-/A->A/-+-.!:-2-;A/-/R,, 

※關係子句位於主要子句之前 25  

,$%-.$-?%?-o?-*2?-.R%-2, ,.J-.$-%/-:PR<-:P R-3A-:I<, 

（those who went for refuge to the Buddha will not move to the miserable 

states of existence）（《集學論》，p. 223, ll. 14-15） 

,$%-.$-#A$-0:A-PR$?-0R-i3-%%?-0, ,.J-.$-(R?-w/-PR$?-GA?-;R%?-?-29%-, 

,)A-YA.-1%-0 R<-:6 B/-;R.-0, ,.J-YA.-.J-=?-%<-:6B/-;R., 

※終助詞置於動詞詞幹或助動詞詞幹之後 

                                                 
25 但在偈頌當中，關係子句與主要子句孰前孰後，則沒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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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6B/-=-~R3?-0<-8$?-?R,, 

KA/-&A-=R$-/?->A/-+-:.?-/ ?-M-%/-=?-:.?-0:A-3,<-KA/-+R,, 

 
6.2. 複句 

有單句的概念作為基礎，要瞭解複句便容易多了。藏文的複句是由二個或二

個以上的單句所構成的，而擔負這個連接單句與單句的任務者，則是所謂的「接

續助詞」（conjunctive particle, 略語為 cp）。 

6.2.1. 構成複句的成分 

○28 複句（cst）是由接續助詞（cp）連結前後兩個單句（sst）而成，理論上，由

數量為 x（其中 x 為 1, 2, 3, ……）的單句所構成的複句，需要數量為 x-1（其中

x 為 1, 2, 3, ……）個接續助詞。其中，sst 可以是○20 至○26 的任何一個，而 cp 則

可以是○29 至○34 的任何一個。單句與接續助詞之間的關係若寫成一個通式的話，可

表示如下： 

 
cst = sst(1) + cp(1) + sst(2) + cp(2) + sst(3) + …… + cp(x-1) + sst(x) 

 
6.2.2. 複句中接續助詞的形式與用法 

○29 表達順接（～，而…；～，而且…；～，然後…）的接續助詞 
1 ?%?-o?-GA-$?%-<2-!/-IA-<2-.%-3(R$->J<-K A/-IA-3.R-#J-<A/-0R-(J-;A/-=, .J:A-.%R?- 

2!/-92-3 R:C-.R/-i3?-=3-<A3-.-92-3R:C-=3-IA-<A3-0<-2#?, 

2 gJ/-&A%-:VJ=-2<-:L%-2, 

3 :#R<-2-/-; %-3 A-$/?->A%-, M-%/-=?-:.?-0-/:%-$/?-3-;A/-/R,,  

4 */-0-0R?-( R?-5-2-=-K$-:5=-/?-(R?-*/-/ R,, 

5 %?-(R?-2!/-0?-H J.-&$-$A?-;A.-$&A.-+-#?-=-*R/-&A$, 

○30 表達逆接或轉折（雖然～，但是…；～，然而…）的接續助詞 
1 2!:-.J-/A-S%-2:A-.R/-;A/-IA-% J?-0:A-.R/-/A-3-;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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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gR/-0<-L:A-$%-9$-=-gR/-0<-3A-L:R,, 

3 5B$->J?-GA-.R/-3-$R:R,, 

4 .$J-aR%-.$-$3-3#?-i3?-GA?, ,2YJ$?-2&.-2h<-2:A-$?J<-28A/-., 

,=J$?-0<-2g$?-=-%-;A-2!:, ,]%-2<-L-;A-$?-KA<-3A/,, 

5 $/?-=$?-gR$?-0:A->J?-<2-3 A-w/-/, ,%J?-:L%-L%-(2-?J3?-=-$R3?-L?-G%-, 

,YA.-0:A-l-2-2&.-0<-3A-/?-0?, ,.J-KA<-g J/-:VJ=-gR$?-0:A-,2?-=-:2.,, 

6 .!R/-3(R$-$?3-*2?-$/?-;%-.$-+-#?-=J/-8A%-, .J-=?-$8/-0:A-*2?-$/?-3 A-:.R.-0:A-P2- 

3,:-5-2:A-$ %-9$-. J, /%-0-?%?-o?-0:A-P2-3,:-5-2:A-$%-9$-$ A-35/-*A.,  

7 2.$-3J.-U-3R-.%-, $%-9$-$A-2.$-3 J.-U-3R-.R/-$&A$-+-:.R.-&A%-, (R?-GA-2.$-3 J.-#?- 

3A-=J/-+J, .J?-$8A-P2-/-(R?-2.$-;A/-0?-H2-0-#?-=J/-0:A-KA<, 

8 1A2-0-=, *R/-3R%?-&/-.%-, *R/-3R%?-&/-3-;A/-0:A-1A2-0-$*A?-?-:.R.-&A%-, 

>J?-1A2-GA-,-~.-3J.-0-;A/-/R, , 

○31 表達條件（若～，則…；假如～，那麼…）的接續助詞 
1 2.$-5=-OA3?-GA?-2.J-:PR<-*J?-G%-.2=-0R<-I<-/-9?-.%-(/-.%-(R?-$R?-=-?R$ ?-0- 

:5S-2:A-;R-L.-5S=-2-z<-LJ.-.R,, 

2 5K-:.A-=-8J/-/-(R?-0-3A/, ,:#R<-2-=-8J/-/-%J?-:L%-3A/, 

,2.$-.R/-=-8J/-/-L%-? J3?-3A/, ,:6B/-0-L%-/-v-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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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表達因果（～，因此…；因為～，所以…）的接續助詞 
1 :R$-3-:R$-3:A-v-2-$R-2-. J, $R%-3-$R%-3:A-v-2-$R-2:A-,2?-.3-0<-$%-2?, P2-3,:-$R%- 

3-=-3(R$-+-29%-/?-:R$-3-=-#%-2<-3A-L:R,, 

○33 表達同時（在～時，…）的接續助詞 
1 %?-}R/-L%-(2-?J3?-.0:A-,.-0-,R.-0-/-=/-3%-0R<-L?-? R,, 

○34 表達宗因（～，原因是…；～，理由是…）的接續助詞 
1 1-(R?-&/, 3A-g$-0-;A/-+J, L?-0-; A/-0:A-KA<,  

2 .-w/-=-=-(R?-&/, 3J-;R.-.J, .-2-;R.-0:A-KA<, 

3 M-$-(R?-&/, 2.J/-0<-3-P2-0-;A/-+J, gJ/-:VJ=-;A/-0:A-KA<, 

4 aR2-.0R/-.LA$-2>J?-( R?-&/, HR.-=-L-V$-5-2-8J?-2eR.-0:A-o-35/-; R.-.J,
 

L-V$-2>.-35S-(J/-3R:C-eJ?-?-:V%?-/?-P2-3,:-5-2?-?3, .?-$?3-m?-GA-LJ-V $-+-5-2?-/-LJ-V

$-5-2-8J?-2eR.-0:A-KA<,
（《宗義寶鬘》，p. 12）

 

 
補充：八暇十滿 
.=-2-2o.-.%-:LR<-2-2&:3-.=-:LR<-2&R-2o., 

=3-<A3-(J/-3R:C->R$-P%?-77 ;A$-UJ%-18 

3A-#R3-0-2o.-.%-V=-2-/ A-. =-2:R, ,2>J?-3A%?-=?, =R$-0<-v-2-:6 B/-.%-..-:PR-*A., ,;A-?$?- 

*A.-.%-.M=-2<-*J-2-.%-, ,o=-2:A-2!:-3 J.-0-.%-3,:-:#R2-+, ,[-[R<-*J-2-\J/-8A%-q$?-0-*A., ,

5K-<A%-z-*A.-$%-;%-<%-2<-/A, ,*J-2-8J?-2IA-3A-#R3-*R/-2o.-0R, ,.J-.$-.%-V=-#R3-0-2fJ?-/?-/ A, ,

*J-2-^R$-0:A-a.-.-:2.-0<-36S., ,&J?-$?%?-0-v<-< R, , 

:LR<-2-=-$*A?-=?, <%-:LR<-s-/A, 13A-*A.-2.2?-*J?-3.2%-0R-5%-, ,4=?-3,:-3-=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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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R, ,$8/-:LR<-s-/A, 6?%?-o?-LR/-.%-7.3-(R?-!R/, ,82!/-0-$/?-.%-9.J-eJ?-:)$  

,10$8/-KA<-~A%-/A-2lJ-2-:R, ,8J?-0:R, , 

（T30, 396b, 〈聲聞地〉） 

續：宗因複句 

5 :)3-.L%?-28.-0:A-P2-3,:-(J/-3R, >R$-P%?-223 

<%-<A$-$A-12-LJ.-=-$*A?, 

.%-0R, }R<-$%-.2%->J?-( R?-&/, <%-MR%-;R.-.J, <%-S/-0-;R.-0: A->J?-0-;A/-0:A-KA<, , 

$*A?-0, }R<-$%-.2%->J?-(R?-&/, <%-MR%-;R.-.J, MR%-2-=-<%-MR%-$8/-MR%-$%-<%-8A$- 

.$R?-=, $8/-MR%-,$-3J.-GA?-#J$?-0:A-KA<, , （《大宗義》，頁 223）
 

6 :)3-.L%?-28.-0:A-P2-3,:-(J/-3R, >R$-P%?-223 

KR$?-\%-82?-GA?-i=-:LR<-i3?-GA-]-3 ?-2!/, ,3-:SJ?-0-;A-. R/-43-3,R%-, ,8J?-2.$-nJ/-8A-z$-

9%-:VJ=-I A-i=-:LR<-=-2gJ/-/?-;=-2.J/-0:A-$/?-=$?-=-1-.R/-IA-,A-$*A?- 

.%-3-:SJ?-0<-.R/-43-3,R%-2:A-$8/-<A$-3%R/-?3-/A, i=-:LR<-3%R/-?3-!J, 8A-z$-9%- 

:VJ=-=-2gJ/-0:A-g R$-V=-3-:O=-2:A-]R-;A/-0:A-KA<, 
（《大宗義》，頁 223）

 

7 eJ-.$J-:./-P2-GA?-36.-0:A- i3-:PJ=- =J$?-2>.-GA- >R$-P%?-192 ;A$-UJ%-16 

3%=-.-*J?-3-,$-0:A-<A$-0-(R?-&/, <A$-0-}-3-}R/-.-?R%-!J, <A$-0-;A/-0:A-KA<, 

.-v<-IA-<A$-0-:. A-28A/, 

,-3=-0:A-:(A-?J3?-(R?-&/, <A$-0-KA-3-353?-.R<-+J, ($?-2&?-GA-<A$-0-;A/-0:A-KA<,  

.0J<-/-.-v<-IA-<A$-0-:.A-28A/, 

8 i3-:PJ=-= J:-$*A?-0:A-5B$?-2&.-208 .%-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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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量論略解》，頁 154。 

<%-28A/-:. A-; A/-:.A-=?-.J, ,nJ/-$8/-IA?-/A-$R=-:I<-8A%-, 

,wR$-0-=-/A-nJ/-=-vR?, ,3A-2g/-4=-IA-]R-28A/-/R, , 208 

法尊法師譯：「是此性。從此，由餘緣歧誤。遮止觀待緣，不堅如蛇覺。」（第

208 偈） 

試譯：自性
26
是此（蘊是無常），由此（蘊是無常），彼（瞭解蘊是無常的覺知） 

由於他緣（無明或錯誤的宗派見解）成歧誤（執蘊是常的覺知）， 

遮除錯亂（執蘊是常的覺知）觀待緣，不堅猶如蛇之覺。  
1%-0R-g$-0<-:6B/-0:A-]R-(R?-&/, ;=-&/-IA-<%-28A/-3-;A/-+J,  

;=-IA-$/?-5=-:.A-=?-n J/-$8/-IA?-/A-$R=-2<-:I<-8 A%-, ,HR.-wR$-0-=-/A-nJ/-=-vR?-0:A-KA<,  

試譯：（1）「執蘊為常的覺知」有法，（2）不是有境的自性，（3）因為從對境的

這個情況（蘊為無常），由於其他的緣（例如淨、樂、常、我四顛倒），﹝彼瞭解

蘊為無常的覺知﹞轉成歧誤（執蘊為常的覺知），而且對於遮除你（執蘊為常的

覺知）而言，有賴於緣（例如四念住）27。 

.J-(R?-&/, ?J3?-=-:V=-3A-<%-3-;A/-+J, 3A-2g/-0-:O=-o?-2a.-0-;A/-0:A-KA<,  

.0J<-/, ,$-O-=-4=-:6B/-IA-]R-28A/-/R, , 

試譯：（1）「彼（執蘊為常的覺知）」有法，（2）並非不可於心中分離，（3）因為

是被不堅固的錯亂因所污染的緣故，（4）例如執繩為蛇的覺知。 

?J3?-GA-<%-28A/-:R.-$?=-+J, ,SA-3-i3?-/A-\R-2<-2,  

                                                 
26 參 T25，396b。《大智度論》：「『自法』名諸法自性。『自性』有二種：一者、如世間法地堅性

等；二者、聖人知，如法性實際。」另參 Cutting through Appearances，（Ithaca：Snow Lion，

1989），p. 281。「『體性』（ngo bo nyid）或『自性』（rang bzhin）有三種用法：（1）法（現象）

於世俗中存在之性質，例如火的熱度；（2）法（現象）的真實或最究竟的本質，也就是它的空

性或無實有；（3）實有——對境以它自己最究竟的存在方式而成立起來。所有的中觀派學者均

承認（1）及（2）而破斥（3）。」 
27 參 T29，119a。《俱舍論》：「此四念住如次治彼淨、樂、常、我四種顛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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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A<-}<-;%-/?-3J.-i3?, ,.J-2.$-I<-=-KA?-/?-3J., , 209 

法尊法師譯：「心自性光明，諸垢是客塵，故先無能者，成性後無能。」（第 209

偈） 

試譯：心之自性是淨光，即諸垢染為暫時，是故先前無能者，已成彼性後無能。  
1%-0R-3A-g$-0<-g R$?-0:A-]R-(R?-&/, ?J3?-GA-<%-28 A/-:R.-$?=-2-; A/-+J, ;=-IA-$/?- 

5=-gR$?-0:A-]R-;A/-0:A-KA<, ,SA-3-i3?-/A-(R?-&/, \R-2<-2-;A/-+J, :O=-o-=?-*J?-0:A- 

KA<, .J-(R?-&/, ?J3?-o.-2.$-3J.-gR$?-0:A->J?-<2-.J:A-2.$-*A.-.-I<-0-=-KA?-$/R.- 

0:A-/?-0-3J.-.J, }<-,R?-2?3-IA?-.JR.-0:A-5K-;%-2.$-3J.-gR$?-0:A->J?-<2-=-$/R.-0:A-/?-3J.-i

3?-;A/-0:A-KA<, , 

試譯：（1）「瞭解蘊為無常的覺知」有法，（2）心的自性是清淨光明，（3）因為

是瞭解對境的情況（蘊為無常）的覺知。 

（1）「諸垢染」有法，（2）是暫時的，（3）因為是由錯亂因所生。 

（1）「彼（諸垢染）」有法，（2）對於已成為瞭解無我之般若的本質的心續而言，

後來（修習無我時）沒有損害的能力，（3）因為即使在先前透過聞、思來觀察﹝無

我﹞之時，對於瞭解無我的般若，也無損害的能力。 

 

3$R/-0R-[-12-GA?-36.-0:A-.2-3-l-2:A-5B$-=J:<-L?-0->J?-<2-& J?-L-2:A-YA.-0:A-;/-=$-2&-$*A?-

2g$-0-8J?-L-2-!J-<2-+-LJ.-0-*A->-S$-0:R, , 

3-<A$-21A2?-0?-;%-Y A.-KA<, ,:.-LJ.-i3-0-$?3-0R-.$ 

,3%R/-0<-:.-LJ.-$%-;A/-0:A, ,=?-.J-.$-$A?-:PR-2<-:PR, , 1 

:.-LJ. -nJ/-&/-i3-0<->J?, ,:PR-2-i3?-?-:)$-0<-:I<, 

,i3-0<->J?-0-8$?-I<-/, ,3A%-.%-$9$?-/A-:($?-0<-:I<,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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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9$?-/A-:($?-I<-/, ,*J-3(J.-S$-/A-:L%-2<-:I<, 

,*J-3(J.-S$-=-2gJ/-/?-/ A, ,<J$-0-;%-.$-:L%-2<-:I<, , 3 

3A%-.%-$9$?-.%-S/-LJ.-=, ,2gJ/-/?-*J-2-#R-/-!J, 

,.J-v<-3A%-.%-$9$?-2gJ/-/?, ,i3-0<->J?-0-*J-2<-:I<, , 4 

3A$-.%-$9$?-.%-i3-0<->J?, ,$?3-0R-:.?-0-$%-; A/-0, 

,.J-/A-<J$-0:R-<J$-.J-=?, ,5S<-2-!/-+-:L%-2<-:I<, , 5 

5S<-2:A-n J/-IA?-YJ.-0-!J, ,5S<-2:A-.R/-.-YJ.-0<-:I<, 

,YJ.-0<-I<-/?-*J-2<-= J/, ,i3-0<-28A-0R-*J<-= J/-:I<, , 6 

*J<-= J/-;R.-/-=J/-0-0R:C, ,YA.-0-!/-+-:L%-2<-:I<, 

,$=-+J-*J-2<-=J/-3J.-/, ,PR=-2<-:I<-+J-YA.-3A-:I<, , 7 

YA.-0-.J-;%-1%-0R-s, ,YA.-0-=?-/ A-*J-2-:L%-, 

,c->A-.%-/A-M-%/-.%-, ,5J-}$?-:.R/-2&?-#$-2}=-.%-, 8 

;A.-3A-2.J-.%-:O$-0-i3?, ,.J-.$-*J-=?-<2-+-:L%-, 

,.J-v<-#$-2}=-1%-0 R-/A, ,:2:-8A$-0 R-:.A-:L%-2<-:I<, , 9 

:#R<-2:A-l-2-:.-LJ.-.J, ,.J-KA<-3#?-i3?-:.-3A-LJ., 

,.J-KA<-3A-3#?-LJ.-0 R-;A/, ,3#?-0?-.J-*A.-3,R%-KA<-<R, , 10 

3-<A$-:$$?-0<-I<-/-/A, ,:.-LJ.-i3?-!/-:L%-3A-:I<,  

,3-<A$-:$$?-0<-:I<-0-/A, ,>J?-0?-.J-*A.-2|R3?-0?-? R, , 11 

.J-.%-.J-/A-:$$?-I<-0?, ,.J-.%-.J-/A-3%R/-3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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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R-:2:-8 A$-0R, ,.J-/A-.J-v<-;%-.$-.$$ , 12  

 

=3-$4S-i3-$?3-28$?-?R, , 

eJ-24/-]-3-i3?-=-K$-:5=-=R, , 

o=-2:A-$?%-<2-!/-IA-~A%-0R:C-.R/, ,o=-Y?-.3-0-i3?-GA?-2}$?-0:A-=3, 

,{=-w/-,<-:.R.-i3?-GA-:)$-%R$?-.J, ,)A-v<-/?-28A/-2.$-$A?-2>.-0<-L, , 1 

$%-.$-YA.-0:A-2.J-=-3-($ ?->A%-, ,.=-:LR<-.R/-;R.-L-KA<-2lR/-0-;A?, 

,o=-2-.IJ?-0:A-=3-=-;A.-gR/-0:A, ,{=-w/-.J-.$-.%-2:A-;A.-GA?-* R/, , 2 

i3-.$-%J?-:L%-3J.-0<-YA.-35S-;A, ,2.J-:V?-.R/-$*J<-8A-2:A-,2?-3 J.-=, 

,YA.-=-2b3-0-;A?-G%-=?-&/-i3?, ,!/-/?-:(A%-K A<-, R$-3<-%J?-:L%-24=, , 3 

.=-:LR<-fJ.-. !:-5K-=-=R%-3J.-0, ,;A.-=-$R3?-0?-5K-:.A:A-$%->?-wR$ 

,=?-:V?-3A-2a-:#R<-2:A-#$-2}=-i3?, ,;%-;%-2?3-0?-KA-3:A-$%->?-wR$ , 4 

.J-v<-$R3?-0?-:# R<-2:A-1/-5S$?-=, ,;A.-(R/-{.-& A$-43-;%-3A-*J-8A%-,  

,*A/-35/-!/-+-,<-0-.R/-$*J<-]R, ,L%-/-.J-5K-%J?-:L%-*J?-0-=$?, , 5 

%J?-:L%-.J-;%-i3-.$-?J3?-2*J.-GA?, ,9A/-0-3J.-/-]-3J.-L%-(2-GA, 

,1/-5S$?-2.J-2:A-o-<-3A-:I<-2?, ,]R-w/-i3?-GA?-L%-(2-?J3?-3(R$-2*J., , 6 

>$?-S$-(-2R-28A-;A-o/-IA?-HJ<, ,2^R$-.!:-=?-GA-:(A%-2-.3-0R?-2#3?, 

,2.$-:6 B/-t$?-GA-S-2:A-&$?-?-5., ,3-<A$-3/-0: A-($-(J/-!/-/?-:,A2?, , 7 

3-3J.-YA.-0<-*J-8A%-*J-2-<, ,#$-2}=-$?3-IA?-o/-(.-3J.-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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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S<-I<-0:A-3-i3?-GA, ,%%-5=-2?3?-/?-? J3?-3(R$-2*J.-0<-36S., , 8 

$/?-=$?-gR$?-0:A->J?-<2-3 A-w/-/, ,%J?-:L%-L%-(2-?J3?-=-$R3?-L?-G%-, 

,YA.-0:A-l-2-$&.-0<-3A-/?-0?, ,.J-KA<-gJ/-:VJ=-gR$?-0:A-,2?-=-:2., , 9 

$%-8A$-:#R<-:.?-(R?-i3?-,3?-&.-GA, ,o-:V?-/3-;%-2a-2-3 J.-3,R%-8 A%-, 

,.3A$?-0:A-$+.-?R-$%-;A/-!/-8A$-0, ,.J-/A-?%?-o?-.IJ?-0:A-=3-=-8$?, , 10 

$%-2-gJ/-:VJ=-2a-2-3J.-0-.%-, ,!R%-2-#?-=J/-V=-2:A-$R-2-$*A?, 

,)A-YA.-?R-?R<-$%-2-.J-YA.-., ,.-.%-,2-0:A-.$R%?-0-gR$?-0-3J., , 11 

/3-8A$-<J?-:)R$-3J.-0<-& A$-&<-., ,gJ/-:VJ=-3A-2a<-3,R%-2-43-*A.-/?, 

,%J?->J?-;=-IA-:6B/-!%?-!/-:)A$-/, ,.J-5K-v-2:A-.J.-0-mR$?-0-=$?, , 12 

$8/-;%-$%-2?-;R.-3,:-?J=-2-.%-, ,!R%-2?-3J.-3,:-? J=-8A%-! R%-0-*A., 

,o-.%-:V?-2<-:(<-2:A-5=->J?-/, ,3,<-:6 B/-v-2?-:UR$-0<-3A-:I<-<R, , 13 

.J-v<-=3-I A-$4S-2R-i3-$?3-IA, ,$/.-i3?-<%-$A?-)A-28A/-gR$?-0:A-5K, 

,.2J/-0-2!J/-+J-2lR/-:P?-!R2?-2*J.-/?, ,$+/-IA-:./-3-M<-.-12?->A$-2,, ,, 14 

 

]R-.R%-5B$?-b%-2o.-3, 

2.$-/A-?J3?-&/-,3?-&.-=, ,;A.-28A/-/R<-2-=?-z$-0:A, 

,.R/-3(R$-12-0:A-2?3-0-;A?, ,g$-+-$&J?-0<-:6 B/-0<->R$ , 1 

$%-.-?-.%-:PR$?-0:A-5K:%-, ,2.$-*A.-!/-=?-.3/-v-8 A%-, 

,$8/-=-2?3-0-,$-0-; A?, ,<%-=?-3(R$-+-:6B/-0<->R$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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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o.-=, ,gR$-&A%-*R/-3R%?-*J?-3-,$ 

,2.$-$8/-3-<%?-LJ.-0?-/, ,24/-,2?-$.R%-/?-wR$-0<->R$ , 3 

<%-28A/-%/-0:A-?J3?-&/-.%-, ,#A$-#$-S$-0R?-/R/-3,R%-5K, 

,<A/-(J/-$+J<-.%-:U.-0-v<, ,fJ.-0<-.!:-2?-$&J?-:6B/->R$ , 4 

2.$-=-$8/-IA-U$-.R$-$A?, ,$>J-{<-=-?R$?-3A-<A$?-0:A, 

,IR%-#-<%-$ A?-=J/-0-.%-, ,o=-#-$8/-=-:2=-2<-> R$ , 5 

$%-=-2.$-$ A?-1/-2+$?-0:A, ,<J-2-( J-2:A-:$:-8 A$-$A?, 

,>A/-+-3A-<A$?-$/R.-LJ.-/:%-, ,2>J?-$*J/-.3-0<-2v-2<->R$ , 6 

3.R<-/-.%R?-?3-2o.-0-;A?, ,1/-2.J-3-i3?-!/-=-:2=, 

,3-;A?-$/R.-.%-#$-2}=-!/, ,$?%-2?-2.$-=-=J/-0<->R$ , 7 

.J-.$-!/-G%-(R?-2o.-GA?, ,gR$-0:A-S A-3?-3-&$?->A%-, 

,(R?-i3?-+-3:A->J?-0-;A?, ,8J/-0: A-:(A%-2-=?-PR=->R$ , 8 

 

 

5.1. 九大實詞與五大助詞 

古典西藏語文的單詞，若依S. Hodge28的二分法（dichotomy）可以分為「實

詞」（藏ming; 英content word/ full word/ autonomous word）及「助詞」（藏

phrad; 英particle/ function word）二大類。其中，實詞就是指「具有實際的詞

彙意義，可以單獨充當句子成分的詞類」29；助詞則是「沒有實質意義，但有句

法功能，可以表示實詞與實詞之間關係的詞類，這類詞本身不能單獨存在，而必

                                                 
28 見：S. Hodge（1993, 11）。  
29 內容修改自：LD （1989, 106），「實詞」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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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如膠一般附著在實詞之後」30 。 

5.1.1. 九大實詞 

5.1.1.1. 動詞 

古典西藏語的動詞若從現代文法學的觀念來理解，有底下八個要點： 

5.1.1.1.1. 動詞的三時（pr, pt, ft）一式（ipv）、意義及用法 

藏語的動詞詞幹（verbal stem）一般而言有四種「動詞變化」（conjugation; 

或稱「變位」），習慣上稱為「三時一式」，即：現在時（present; 略語pr）、過

去時（past; 略語pt）、未來時（future; 略語ft）及命令（或祈願）式（imperative; 

略語ipv）。S. Hodge認為此術語乃源自於印歐語系（Indo-European）的文法概

念，然卻不能完全適用於西藏語的動詞觀念；與日語、阿拉伯語等多樣性語言   

（diverse languages）類似，藏文動詞基本上與狀態（aspect）31有關，而不像

大多數的印歐語文與時態（tense）有關。而很不巧地，當使用這些與狀態有關

的藏文動詞詞幹所組成的複合動詞或動詞組，來翻譯梵文（屬印歐語系）的動詞

時態時，上述問題會變得相當複雜；亦即除了梵文的基本意義外，這些原本僅能

表達狀態的藏文動詞詞幹，亦必須充當各種時態來翻譯它們。32  

有些動詞由於前加字母、基字、後加字母或母音的改變，而使得三時一式的

詞幹形式均不相同；但是也有許多是兩個、三個或四個動詞詞幹使用同一種形式

的情形 33，不一而足。對於這些動詞基本形式的完整描述，可以參考Michael 

Hahn的Lehrbuch der klassischen tibetischen Schriftsprache

（Swisttal-Odendorf: Indica-et-Tibetica-Verl., 1994）一書第 19 課（pp. 

207-219）及p. 220 的「關於藏文動詞基本形式的簡要一覽表」（Schematische 

Übersicht über die Stammformen des tibetischen Verbs）；其中，

                                                 
30 內容修改自：LD （1989, 255），「虛詞」項及 S. Hodge（1993, 11）。另外，本書為了命名

上的方便，一律將中文當中的「虛詞」稱為「助詞」，這點是必須說明的。 
31 這意味著動詞表示一個行為（或動作）已經被完成（perfect; 即完成式）或處於被完成的過

程中（imperfect; 即未完成式）。  
32 參 S. Hodge（1993, 39）。 
33 當動詞的三時一式具有相同的二個或二個以上詞幹形式時，其後可以使用一些特定的助動詞

以表達我們所需要的詞幹時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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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äfixreihen表示「前加字母」，Basisbuchstaben-reihen表示「基字字母的子

音」，Vokalreihen表示「基字字母的母音」，Auslautreihen表示「後（再後）

加字母」；底下僅列出一些典型的例子，以供參考：34 

 

四詞幹形式（表示動詞三時一式的四個詞幹均不相同）  

現在時（pr） 過去時（pt） 未來時（ft） 命令式（ipv） 

中文意義

?J3?- 2?3?- 2?3- ?R3?- 
思惟，思考

1A2- 21A2?- 21A2- 1A2?- 
遮 蔽 ， 阻

礙，障礙 
v- 2v?- 2v- vR?- 

看見，觀

察，貪戀 

#.- 2#?- 2#- 

 

 

 

#?- 
聚集，總

括，收攝 

單

音

節

詞

幹 

LJ.- L?- L- LR?- 
做，作 

!/-gR$- !/-2g$?- !/-2g$- !/-gR$?- 
徧計，分別

{<-:.J2?- {<-2+2- {<-$.2- {<-,R2- 
損減 36，毀

謗 

多

音

節

詞

幹

#-:,$- #-2+$?- #-2+$- #-:,R$- 
消滅，摧毀

                                                 
34 另參稻葉正就（1986, 137-171）。 
35 通常多音節動詞詞幹的時態變化僅發生在末音節；但也有例外，例如

:5%-o-
「成佛，證 覺」，

其 pt 為?%?-o?-
「已成佛，已證覺」，此時不僅末音節由

o-
變為

o?-
，連前音節的

:5%-
也改變

為
?%?-

。又如
$?R-:.J2?-

「增添」，其 pt 為$?R?-2 +2-
「已增添」，ipv 為

$?R?-,R2-
「要增添！」這二

個時態的前音節及末音節均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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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 #?-=R%?- 
同意 

H.-.-$?R.- H.-.-2?.- H.-.-$?.- H.-.-?R.- 
輕視，藐視

$R-$&R.- $R-2&.- $R-$&.- $R-(R.- 
相抵，代替

P-1A$-LJ.- P-1A$-L?- P-1A$-L- P-1A$-LR?- 
準備 

PR?-\J%-LJ.- PR?-\J%-L?- PR?-\J%-L- PR?-\J%-LR?- 
討論 

3$R-{R<-$+R%- 3$R-{R<-2+%- 3$R-{R<-$+%- 3$R-{R<-,R%- 
愚弄 

3$R-lR3- 3$R-2l3?- 3$R-2l3- 3$R-lR3?- 
開始 

1R-:.R$?- 1R-2+$?- 1R-$.$?- 1R-,R$?- 
增益 37，虛

構 

%=-$?R-o$- %=-$?R-2o2- %=-$?R-2o$- %=-$?R-oR2- 
休息 

%R-3R.-L J.- %R-3R.-L?- %R-3R.-L- %R-3R.-L R?- 
介紹 

%R?-:6B/- %R?-29%- %R?-$9%- %R?-9%- 
辨認 

(.-9- (.-29?- (.-29:- (.-9R- 
虛度，浪費

*3?-?-MR%- *3?-?-M%?- *3?-?-M%- *3?-?-MR%?- 
經驗，領受

*3?-?-=J/- *3?-?-]%?- *3?-?-]%- *3?-?-=R%?- 
實踐，修持

$+/-=-:2J2?- $+/-=-12- $+/-=-.22- $+/-=-1R2- 
抉擇，確定

35 

$+A%-.0R$- $+A%-.0$?- $+A%-.0$- $+A%-.0R$?- 
揣測，推度

                                                 
36 「損減」即「以有為無」。例如：撥無因果，認為無前後世，認為無解脫，認為無三寶等等。 
37 「增益」即「以無為有」。例如：將「造物者、我、無方分之極微等不存在的事物」執為實有，

將「無常」執為「常」，將「苦」執為「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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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J.-LJ.- 2g$-.J.-L?- 2g$-.J.-L- 2g$-.J.-LR?- 
觀察 

3,R-:53- 3,R-243?- 3,R-243- 3,R-5S3?- 
較量，輕視

.%-.-=J/- .%-.-]%?- .%-.-]%- .%-.-=R%?- 
實踐，修

行；取受，

面對 
.3-:(:- .3-2&?- .3-2&:- .3-:(R?- 

立宗，提出

主張 

3./-IA?-v- 3./-IA?-2v?- 3./-IA?-2v- 3./-IA?-vR?- 
前導 

1/-:.R$?- 1/-2+$?- 1/-$.$?- 1/-,R$?- 
利益，嘉惠

KA<-:)A=- KA<-2&A=- KA<-$8A=- KA<-( A=- 
排除，反駁

LA/-IA?-_R2- LA/-IA?-2_2?- LA/-IA?-2_2- LA/-IA?-_R2?- 
加持，以神

力轉變 

5S.-=J/- 5S.-]%?- 5S.-]%- 5S.-=R%?- 
揣測，推測

;A.-=-LJ.- ;A.-=-L?- ;A.-=-L- ;A.-=-LR?- 
作意 

$;<-IA?-=J/- $;<-IA?-]%?- $;<-IA?-]%- $;<-IA?-=R%?- 
承諾 

(.-$9R/- (.-$9/- (.-$9/- (.-$9R/- 
浪費，虛耗

=/-:.J2?- =/-2+2- =/-$.2- =/-,R2- 
回答 

$?=-2-:.J2?- $?=-2-2+2- $?=-2-$.2- $?=-2-,R2- 
觀想，使清

晰 

$?R=-2-:.J2?- $? R=-2-2+2- $?R=-2-$.2- $?R=-2-,R2- 
祈請，啟請

三詞幹形式（表示動詞三時一式的四個詞幹中，有兩個詞幹相

同） 

 

現在時（pr） 過去時（pt） 未來時（ft） 命令式

中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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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 
:)A$- 2>A$- 2>A$- >A$- 

破壞 

fJ.- 2fJ?- 2fJ.- fJ.- 
獲得，得到

:2=- 1=- .2=- 1=- 
奉獻，供養

單

音

節

詞

幹 :VA- VA?- VA- VA?- 
寫，畫，減

少 

#R%-/?-:LA/- #R%-/?-K%- #R%-/?-.L%- #R%-/?-K%- 
從中取出 

3$R-$/R/- 3$R-3//- 3$R-3//- 3$R-/R/- 
壓制，鎮壓

9A=-IA?-$/R/- 9A=-IA?-3//- 9A=-IA?-3//- 9A=-IA?-/R/- 
映蔽，勝

過，蓋過 

多

音

節

詞

幹 
?/-:LA/- ?/-K%- ?/-.L%- ?/-K%- 

破斥，駁斥

雙詞幹形式（表示動詞三時一式的四個詞幹中，共有兩種不同

的詞幹形式） 

 

現在時（pr） 過去時（pt） 未來時（ft） 命令式

（ipv） 

中文意義 

*J.- 2*J.- 2*J.- *J.- 
發起，令生

起 
:#<- #<- :#<- #<- 

負荷 

:(A- >A- :(A- >A- 
死，亡故 

:,R2- ,R2- :,R2- ,R2- 
得到，證得

單

音

節

詞

幹 

#R.- 2#.- 2#.- #R.- 
停留，待 

{-%=-$?R- {-%=-$?R?- {-%=-$?R- {-%=-$?R?- 
休息 多

音

節

$*A.-#$- $*A.-#$?- $*A.-#$-  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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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 =/-3.- =/-3.- =/-3R.- 
通知；報復

:UA$-5.- :UA$?-5.- :UA$-5.-  體悟；略解

:5%-o- ?%?-o?- :5%-o- 
 成佛，證覺

$./-:SJ/-8- $./-:SJ/-8?- $./-:SJ/-8- $./-:SJ/-8?- 
邀請，迎請

<A?-?-:2 R<- <A?-?-2R<- <A?-?-:2 R<- <A?-?-2R<- 
歧視；捨棄

=%-.-!R/- =%-.-2!/- =%-.-2!/- =%-.-!R/- 
授記，預言

詞

幹 

=R%?-,R.- =R%?-,.- =R%?-,.- =R%?-,R.- 
利用，享用

單詞幹形式（表示動詞三時一式均使用同一種詞幹形式）  

現在時（pr） 過去時（pt） 未來時（ft） 命令式

（ipv） 

中文意義 

:6B/- :6 B/- :6B/- :6B/- 
執著；拿；

記憶 
0$- 0$- 0$- 0$- 

害怕，畏懼

$R- $R- $R- $R- 
懂，瞭解 

,R?- ,R?- ,R?- ,R?- 
聞，聽聞 

3,R%- 3,R%- 3,R%- 3,R%- 
看見 

單

音

節

詞

幹 

28$?- 28$?- 28$?- 28$?- 
居住，安住

#R%-.-(.- #R%-.-(.- #R%-.-(.- #R%-.-(.- 
瞭解 

$R%-.-1.- $R%-.-1.- $R%-.-1.- $R%-.-1.- 
擯棄 

.$R%?-0-28J?- .$R%?-0-28J? - .$R%?-0-28J? - .$R%?-0-28J? - 
思惟，思考

多

音

節

詞

幹 3$R-:#R<- 3$R-:#R<- 3$R-:#R<- 3$R-:#R<- 
受騙，迷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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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A-<%- eJ?-?-;A-<%- eJ?-?-;A-<%- eJ?-?-;A-<%- 
隨喜 

$*A.-GA?-=R$- $*A.-GA?-=R$- $*A.-GA?-=R$- $*A.-GA?-=R$- 
睡著，被睡

眠所顛倒 
,$?-?-(.- ,$?-?-(.- ,$?-?-(.- ,$?-?-(.- 

瞭解 

.R/-.-$*J<- .R/-.-$*J<- .R/-.-$*J<- .R/-.-$*J<- 
希求，追求

K$-:5=- K$-:5=- K$-:5=- K$-:5=- 
禮敬，頂禮

K$-28J?- K$-28J?- K$-28J?- K$-28J?- 
實踐 

<$-=?- <$-=?- <$-=?- <$-=?- 
觀待，有

賴，依靠 
 

 

 

 

補充：五位、五蘊、十二處和十八界的關係表 

一切法的五位或五品 五蘊 十八界 十二處 出處 

眼界 眼處 

耳界 耳處 

鼻界 鼻處 

舌界 舌處 

身界 

五根 

身處 

色界 色處 

聲界 聲處 

香界 香處 

味界 味處 

色 

gzugs 

色蘊 

觸界 

五塵（五

欲 或 五

妙欲）

觸處 

T29, 2b8 

《俱舍論》：「色

者唯五根，五境

及無表。」 

意界 

有 為 法

（ 無 常

法） 

’dus byas 

（ mi 

rtag pa） 

T29, 

18b14 

認知（包含心

與心所） 

識蘊 

眼識界 

意處 T29, 4a28 

《俱舍論》：「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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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識界 

鼻識界 

舌識界 

身識界 

意識界 

知識蘊即名意

處，亦名七界，

謂六識界及與

意界。」 

受蘊 受 

想蘊 想 

shes pa

（ sems 

dang sems 

byung） 

心不相應行 

行蘊 行 

色 色蘊 無表色

虛空 

擇滅 

無為法（常法） 

’dus ma byas（rtag pa） 

T29, 18b14 

 

非擇滅

法界 法處 T29, 4a15 

《俱舍論》：「即

此所說受、想、

行 蘊 及 無 表

色、三種無為。」

○35 現在時詞幹（the present stem, pr） 

此詞幹可用來表達（1）一種普遍的事實（如：太陽在東方升起）、（2）事件 

目前的狀態（如：我目前住在台灣）或（3）任何未完成的行為（如：你正在學

習西藏語）。另外，在口語中經常以「動詞詞幹 + G + ;R.-
」表達第 1 及第 2 人

稱正在進行或經常進行的動作、行為；而以「動詞詞幹 + G + :.$-
/

;R:R-<J.-
」表

達第 3 人稱正在進行或經常進行的動作、行為。例如：              
*A-3-/3-3#:-=-:(<-<R, ,  太陽在天空升起。（1） 

2.$-;/-<A%-0R-/?-:#R<-2-/-:# R<-<R, , 我長久以來流轉於生死中。（1）,（2）,（3）                

z:A-3J-+ R$-$A-(<-:22-2R, , 天神的花雨正飄落下來。（2）,（3） 

在口語中： 
HJ.-<%-$-<J.-$/%-$ A-;R., 您正在作什麼？（表動作正在進行） 

HJ.-<%-3HJ/-IA-;R.-0?, 您了解嗎？（表目前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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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A$-.%-$A-;R., 我正在學藏文。（表動作正在進行） 

<%-g$-0<-2 R.-{.-.%-$A-;R.-0?, 你經常學習藏語嗎？（表經常的動作） 

%-*A/-v<-0R-= R-o$-$A-;R., 我每天打球。（表經常的動作） 

#R%-5S-. J%-?%-aR2-.R%-$/%-$A-;R:R-<J., 他們最近在學習。（表一般情況） 

%-/-$A?, 2!/-:6 B/-=$?-;:A-/-$A?, 我生病，登津也生病。（表目前的狀態） 

vR?-.%-, z-3R-=$?-1-$A<-$-<J-$/%-$A-:.$ 瞧！拉默在那邊作什麼？（強調親見） 

 

○36 過去時詞幹（the past stem, pt） 

S. Hodge 認為此詞幹的特徵，基本上是屬於「狀態的」（aspectual），因此

只能表示一個動作的完成。從西藏語的觀點來看，任何過去時間——即「時態」 

（tense）——的概念唯有從前後文的關係中，才能確實辨認出來。38另外，在

口語或混合口語的文語中，經常會用「過去時態的動詞詞幹 + 0-39 + ;A/-
（

=$?-
）」

40、「過去時態的動詞詞幹 + P2?-41 + ;A/-
」42 表達第 1 及第 2 人稱過去進行過

的動作、行為；而以「過去時態的動詞詞幹 + 0- + <J.-
（

=$?-
）」43 、「過去時態

的動詞詞幹 + P2?- + <J.-
」44表達第 3 人稱過去發生的動作、行為。而「過去時

態的動詞詞幹 + L%-
」45 、「過去時態的動詞詞幹 + ?R%-

」46 、「過去時態的動詞

                                                 
38 例如在「○29 表達順接（～，而…；～，而且…；～，然後…）的接續助詞」中，接續助詞之

前的動詞詞幹或動狀名詞均使用過去時態（pt）。  
39 此處的

0-
為語尾助詞（mthp）。  

40 詳見：胡坦等（1989, 130-131）。 
41 此處的

P2?-
除了可以表示過去時態之外，也可以表示未來時態。 

42 詳見：胡坦等（1989, 115）。表示第 1 或第 2 人稱的動作剛剛發生。 
43 詳見：胡坦等（1989, 130-131）。 
44 詳見：胡坦等（1989, 115）。表示第 3 人稱的動作剛剛發生。 
45 詳見：胡坦等（1989, 97-100）。朝向敘述者或早已過去的動作、行為，用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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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幹 + 5<-
」及「過去時態的動詞詞幹 + >$-

」47 這四個亦用來表示過去發生的

動作、行為，但其中的「過去時態的動詞詞幹 + ?R%-
」強調敘述者親見整個過程，

而「過去時態的動詞詞幹 + >$-
」則表示敘述者僅見到動作的結果。例如： 

2&R3-w/-:.?-3*/-;R.-/-28$?-?R, ,48  薄伽梵住於舍衛城。                

?%?-o?-=-:.A-{.-&J?-5?-?R, ,49  〔他們〕對佛陀說了「這段話」。                

.J-/?-2&R3-w/-:.?-+A%-%J-:6B/-.J-=?-28J%?-?R, ,50  然後，薄伽梵從那個三摩地起身。               

)A-v<-:.?-0:A-?%?-o?-2&R3-w/-:.?-i3?-GA?-;R%?-?-2}R?-0-.%-, )A-v<-3-LR/-0:A-?%?-o?-

2&R3-w/-:.?-i3?-GA?-;R%?-?-2}R-2<-:I<-2-.%-, ) A-v<-.-v<-28$?-0:A-?%?-o?-2&R3-w/-

:.?-i3?-GA?-;R%?-?-}R-2<-36.-0-.J-28A/-.-2.$-$ A?-G%-; R%?-?-2}R-2<-2IA:R, ,51   

如同過去的諸佛世尊已作圓滿迴向，如同未降臨的諸佛世尊將作圓滿迴向，以

及如同目前安住的諸佛世尊正作的圓滿迴向；同樣地，我也應圓滿迴向。（《法

行善顯》，pp. 500~ 501） 
(R?-;%-.$-0<-#.-0-=?-G%-2!:-)=-+ J, 2&R3-w/-:.?-L%-(2-?J3?-.0?-(R?-<2-+-3%-0R-=- 

2a2-0<-3A-2IA:R, ,2&R3-w/-:.?-L%-(2-?J3?-.0?-(R?-$&A$-<2-+-$9%-8A%-<2-+-gR$?-0<- 

                                                                                                                                            

46 詳見：胡坦等（1989, 97-100）。遠離敘述者或過去不久的動作、行為，用
?R%-

。 

47 詳見：胡坦等（1989, 100-101）。 
48 其中，

28$?-
（vi）「安住，居住」的三時一式雖無變化，然此處應視為過去時態。 

49 其中，
5?-

為
5-
（vt）「說」的過去時態。 

50 其中，
28J%?-

（vi）「站立，起立」的三時一式雖無變化，然此處應視為過去時態。 

51 其中，
2}R?-

為
}R-
（vt）「迴向」的過去時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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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A?-/-?%?-o?-GA-(R?-,3?-&.-.J:A-=$-3,A=-.-3(A?-0-=$?-?R, ,(R?-$&A$-0R-$%-8J-/, :.A-v-! J, 

~A%-eJ-(J/-0R-8J?-L%-%R-, ,52  

《攝正法〔經〕》中也開示如下：「世尊！菩薩不須修學非常多的法。世尊！若

菩薩好好地掌握一法並完全通達的話，那麼所有佛法就已存在於他的掌心當中 

了。若謂：『那一個法是什麼呢？』也就是所謂的『大悲心』。」（《修次中》，

TE, vol. 36, no. 3921, 458/ 83 (4)~ (5)） 

在口語中，例如： 
%-v-{R<-LJ.-$$-KA/-0-;A/, 我已經去參觀過了。 

#R%-KA/-0-<J.-0?, 他已經走了嗎？。 

%-aJ2?-P2?-;A/, #R%-;%-aJ2?-P2?-<J., 我剛到；他也剛到。 

@-$R-?R%-, 已經了解。 

@-$R-3-?R%-, 不了解。 

#R%-eJ?-=?-,J2?-? R%-, 他遲到了。 

1/-?J3?-=$?-.0J-36S.-#%-=-KA/-?R%-, 潘森先生已經去圖書館了。（敘述者親眼看見

潘森走的） 
.J-<A%-8R$?-0-/?-=2-5<-2-;A/, 今天早上就說過了。53 

<%-:.A<-2#.->$ 〔原來〕你已經在這裡了。（敘述者只看見動作結果） 

#R%-KA/-?R%-, 他已經走了。（遠離敘述者的動作） 

#R%-aJ2?-L%-, 他已經到了。（朝向敘述者的動作） 

                                                 

52 其中，
3(A?-

（vi）「有，存在」的三時一式雖無變化，然此處因其後有
0-=$?-

，故應視為過去

時態。 
53 引自：TCD （1993, 226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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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R%-, 他已經借走了。（遠離敘述者的動作） 

#R%-$A?-$;<-L%-, 他已經借〔給我〕了。（朝向敘述者的動作） 

%?->J?-?R%-, 我剛剛才曉得。（動作發生不久） 

%?->J?-L%-, 我早就知道了。（動作早已發生） 

 

○37 未來時詞幹（the future stem, ft） 

S. Hodge認為這個詞幹最初可能不是用來說明一個動作將在未來的時間發

生，而似乎是表示一種「義務的」（necessitive）或「規定的」（pre-scriptive）

概念，它暗示著尚未開始發生的動詞行為「應該被……」（should be）或甚至「必

須被……」（must be）完成，具有這種意思的詞幹常見於儀軌等法本中。其次，

值得注意的是：當西藏人在翻譯具有詳細時態系統的梵語佛典時，常常必須使用

這個詞幹來 翻譯真正的未來時態（true future tense/），此時的意思則為

「將……」。再者，未來時態的動詞詞幹若用於「未來時態的動詞詞幹 ＋ 0:A-
/

2:A- 

＋ KA<-
」這個形式中，則

KA<-
的意思是「為了……故」，而非「因為……故」。54另

外，在口語中經常以「現在或未來時態的動詞詞幹 + G55 + ;A/-
」56 、「現在或

未來時態的動詞詞幹 + o-57 + ;A/-
」58 、「現在或未來時態的動詞詞幹 + P2?-59 

                                                 

54 除了這種特定的形式，必須譯為「為了……故」（表目的）外；一般而言，
K A<-

翻譯為中文時，

可以依語境的不同而譯為「因為……故」（表原因）或「為了……故」（表目的）。 

55 此處的 G 為屬格助詞
GA-
、

$A-
、

IA-
、

:A-
或

;A-
。其中，常以

$A-
取代其他四者來使用。  

56 詳見：胡坦等（1989, 75~ 77）。 
57 此處的

o-
為西藏口語中的語助詞。  

58 詳見：胡坦等（1989, 191~ 192）。 
59 此處的

P2?-
為西藏口語中的語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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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60 表達第 1 及第 2 人稱的未來動作或行為；而以「現在或未來時態的動

詞詞幹 + G61 + <J.-
」62 、「現在或未來時態的動詞詞幹 + o-63 + <J.-

」64 、「現

在或未來時態的動詞詞幹 + P2?-65 + :.$-
/

;R:R-<J.-
」66 表達第 3 人稱的未來動作

或行為。例如： 
:PR-2-=-~ A%-eJ-2*J.-.R, ,67 〔你〕應該對眾生生起悲心。                

]-/-3J.-0-;%-.$-0<-mR$?-0:A-L%-(2-+-(R/-=3-$.2-2R, ,68 應該為了無上正等正覺而發

願。                
*R/-3R%?-,3?-&.-%%-%R-, ,69  應該斷除一切煩惱。 

%?-HR.-=-2>.-.R, ,70  我將為你解說。 

b%-0-$*A?-/A-3*3-$8$-$ R ,71  雙腳，應該平放。                    

                                                 
60 詳見：胡坦等（1989, 114~ 115）。 

61 此處的 G 為屬格助詞
GA-
、

$A-
、

IA-
、

:A-
或

;A-
。其中，常以

$A-
取代其他四者來使用。  

62 詳見：胡坦等（1989, 75~ 77）。 
63 此處的

o-
為西藏口語中的語助詞。  

64 詳見：胡坦等（1989, 191~ 192）。 
65 此處的

P2?-
為西藏口語中的語助詞。  

66 見：胡坦等（1989, 114~ 115）。其中，
P2?-:.$-

強調敘述者親自看見，而
P2?-;R:R-<J.-

則表示敘

述者沒有親見。 

67 其中，
2*J.-

為
*J.-

（vt）「令生起，發起」的過去時態 pt 或未來時態 ft；然此處應取未來時態

ft。 

68 其中，
$.2-

為
:.J2?-

（vt）「陳述，啟發；施加；修建」的未來時態 ft。 

69 其中，
%%-

為
%R%-

（vt）「拋棄，戒除」的未來時態 ft。 

70 其中，
2>.-

為
:(.-

（vt）「講，談，解說」的過去時態 pt 或未來時態 ft；然此處應取未來時態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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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v<-.<-<R, ,72 應如蓮花般結合雙手。 

#$-2}=-IA-;R/-+/-.J-i3?-,R.-:)$-+-<%-$A-o.-=-L%-2:A-#$-2}=-IA-.2%-.-L?-/?-$?%?-3R.,

 :R/-G%-#$-2}=-MR%-2<-:I<-2-=-;%-:S-2-;A/-/R, ,73  〔修習〕苦的那些功德，在《入

行論》（即：《入菩薩行論》的簡稱）當中，雖 然是就自相續中已生之苦的範圍

來說的；但是對於〔未來〕將領受的苦也是類似的。（《廣論》，p. 115, ll. 17~ 20）              

在口語中，例如： 
%?-2R.-;A$-aR2-.R%-;$-0R-L?-/?-2 R.-=-:PR-$A-;A/, 我學好藏文後，將去西藏。                    

#R%-?%-*A/-:PR-$A-<J.-0?,  他明天將會去嗎？                    

%-.J-<A%-$A-5$?-0<-v-o-;A/,  我正要看今天的報紙。                    

#R%-$/%?-*A/-!-=?-l=-.%-o-<J.,  他後天準備去鍛鍊身體。                    

vR?-.%-, .-.?-5S.-aJ2?-P2?-:.$  瞧！現在時間快到了。（敘述者親見）                    

.L<-#:A-$%-?%?-$+R%-P2?-;R:R-<J.,  快要放暑假了。（敘述者非親見）                    

<%-;R%-.?-%-:PR-P2?-; R.,  你來的時候，我正要走。（第 1 人稱）                    

 

○38 命令式詞幹（the imperative stem） 

                                                                                                                                            

71 其中，
$8$-

為
:)R$-

（vt）「放置，建立」的未來時態 ft。 

72 其中，
.<-

為
.R<-

（vt）「接連，組合；應用；修行」的過去時態 pt 或未來時態 ft；然此處應取

未來時態 ft。 

73 此處以助動詞詞幹
:I<-

「將」標示主動詞詞幹
MR%-

（vt）「遭受，領受」為未來時態 ft。而 整

個
MR%-2<-:I<-2 -

「將領受的」作動狀形容詞 va 使用，修飾其前的
#$-2}=-

（n）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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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詞幹通常與命令助詞（imperative particle）
&A$-

、
8A$-

、
>A$-

及表示命令

或祈願的
.%-

、
>R$-

「願……」、
I<-&A$-

「願……」、
<R$?-$/%-

「請……」等結合使

用。主要有二種用法：（1）第 1 人稱對第 2 人稱的「指示」（order）或「命令」 

（command），此時第 2 人稱的主詞通常會省略；（2）第 1 人稱的「祈願」 

（benediction/ precation），此時第 1 人稱的主詞通常會省略。例如： 
28$?-$./-:)$?-<R$?-$/%-,74 請坐！（直譯：請〔您〕安住在座位上！） 

$+/-IA-3./-3-M<-.-12?->A$-2, ,75 〔你〕要迅速成就究竟的願望！徒兒 啊！（《三

要道》，頌 14- d, ZD, p. 19, ll. 12~ 13）                    
?J3?-&/-,3?-&.-2.J-2-.%-2.J-2:A-o-.%-w/-0<-I<-&A$ , 

〔我〕願一切有情具有安樂及

安樂的因！（《念誦集要》，p. 14, l. 7）                    
;A.-$&A$-+-#?-=-*R/-&A$ , 〔你〕要攝心而聽！ 

?%?-o?-(R?-.%-5S$?-GA-3(R$-i3?-=, ,L%-(2-2<-.-2.$-/ A-*2?-?-3(A, 

,2.$-$A?-.A/-?R$?-2IA?-0:A-2?R.-/3?-GA?, ,:PR-=-1/-KA<-?%?-o?-:P2-0<-> R$ ,76  

諸佛正法最勝僧，直至菩提我歸依；以我行施等福德，為利眾生願成佛！ 

.2-3-<A/-(J/-UJ%-2-=?-=J:-28A-0:A->R-= R-! -86 

,J$-0-( J-=?-*J-3J.-2!/, ,HJ.-GA?-9.-0-!R%-0-* A., 

,9.-.%-3A-*J-.R/-.-/A, ,$&A$-0?-.J-KA<-29R.-0<-I A?, , 86 

                                                 

74 其中，
:)$?-

（vi）「居住，安住」的三時一式雖無變化，然此處因其後有
<R$?-$/%-

，故應視為

命令式或祈願式。 
75 其中，

12?-
為
12-

（vt）「成就，完成」的命令式 ipv。 
76 此偈出自阿底峽尊者的《發心及律儀的儀軌次第》（藏 Sems bskyed pa da  sdom pa’i cho ga’i 

rim pa; 見 TC, no. 4490）。如同如石法師在其著作《菩提道燈抉微》，（台北：法鼓 文化，

1997），p. 129，注 31 所說的：「今日格魯派藏僧，開壇講經前所唸誦的『歸依發菩提心頌』

即此。由此亦可看出此論對藏傳佛教影響之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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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動詞詞幹（vs）、動狀名詞（vn）、動狀形容詞（va）三者之間的關係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193-199。 
○40 及物動詞（vt）與不及物動詞（vi）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199-201。 
○41 連繫動詞（lv）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202-210。 
.2-3-<A/-(J/-UJ%-2-=?-=J:-.%-0R:A->R-= R-!-80 .%-81 

*J?-2-?-3A/-(-3-;A/, ,3J-3A/-_%-3A/-/3-3#:-3A/, 

,i3->J?-3-;A/-!/-3A/-/, ,.J-=?-$8/-/-*J?-2-$%-, , 81 

*J?-2-#3?-S$-:.?-0:A-KA<, ,;%-.$-3-;A/-)A-v-2<, 

,.J-28A/-#3?-/A-<J-<J-;%-, ,:.?-KA<-;%-.$-*A.-.-3A/, , 82
（《中觀寶鬘論》，I.81, 82）

 

i3-2.J/-0-=-.LJ-/, $9%-:6B/-P%?-3*3-0, |R-%-K J.-5=-0, $-5S$?-$*A?-3J.-0-.%-$?3-;R., 

<%-<A$-3A-:.R.-&A%-KA-.R/-2.J/-P2-+-:.R.-0:A-,J$-.3/-IA-P2-3,:-5-2:A-$%-9$-. J-L-V$-5-2:A-35

/-*A.,
 （《宗義寶鬘》，頁 12）

 

<%-<A$-.%-KA-.R/-$*A?-!-2.J/-8J/-IA?-#?-=J/-0:A-,J$-.3/-IA-P2-3,:-5-2:A-$%-9$-.J-3.R-#J-0:A-3

5/-*A.,
 （《宗義寶鬘》，頁 20）

 

KA-.R/-#?-3A-=J/-8A%-$8/-.2%-2.J/-P2-+-:.R.-0: A-/%-0:A-P2-3,:-5-2:A-$%-9$-. J-?J3?-43-0:A-

35/-*A.-.R, ,
 （《宗義寶鬘》，頁 27）

 

?J3?-43-0-$%-8A$ .2%->J?-=-<$?-0<-$%-2-$%-2-v<-.-P2-0<-:.R.-0-.J-?J3?-43-i3-2.J/-0

:A-35/-*A.,
 （《宗義寶鬘》，頁 28）

 

?J3?-43-0-$%-8A$ .2%->J?-=-<$?-0<-$%-2-$%-2-v<-.-3-P2-0<-:.R.-0-. J-?J3 ?-43-i3-2m/-

0:A-35/-* A.,
 （《宗義寶鬘》，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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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A.-GA?-P2-0-,-~.-.-#?-=J/-0:A-% R-2 R-*A.-3J.-0<-5-2-.J, <%-o.-0:A-35/-*A.,
 （《宗

義寶鬘》，頁 37）
 

KA-.R/-#?-3A-=J/-8A%-, <%-<A$-#?-=J/-0:A-.2-3-0-.J-i=-:LR<-,R.-0: A-.2-3-<%-o.-0:C-35/-* A.,
 

（《宗義寶鬘》，頁 37）
 

<%-<A$-#?-3A-=J/-8A%-, 

KA-.R/-<%-$ A-3 5/-*A.-G A?-P2-0-#?-=J/-0:A-.2-3-0-.J-3.R-#J-,R.-0:A-.2-3-<%-o.-0:A-35/-*A.,
 

（《宗義寶鬘》，頁 38）
 

<%-$A-35/-*A.-GA?-P2-0-,-~.-43-.-;%-3A-28J.-0:A-%R-2R-*A.-3J.-0<-5-2-.J-,=-:I<-2:A-35/-*A.,

（《宗義寶鬘》，頁 44） 

○42 存在動詞（相當於英文的 there is/ are）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210-212。 
○43 所屬（具有）動詞（相當於英文的 has/ have）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212-214。 
.2-3-<A/-(J/-UJ%-2-=?-=J:-s-0:A->R-=R-!-92 

.$J-2:A-2>J?-$*J/-IA-35/-*A., 

.$J-2:A-2>J?-$*J/-.J-.$-$A ,35/-*A.-3.R<-2#?-3HJ/-0<-36S., 

,(R?->J?-~A%-eJ-5=-OA3?-w/, ,*R/-3R%?-?J=-2:A->J?-<2-&/, , 92 

○44 助動詞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214-235。 
(R?-3%R/-0-36S.-GA-<%-:PJ=-.-$/?-s-0:A->R$-P%?-442 

=?-=?-:)A$-gJ/-$-5S$?-*J?, 8J?-2>.-0, =?-.J-.$-G%-U-o?-GA-. 2%-$ A?-2?$?-0<-:I<-IA, 

U-o?-3 J.-0<-/A-YA.-0-3%R/-0<-:P2-0<-3A-/?-0, .J:A-KA<, YA.-0: A-l-2-U-o?-;A/-0<-<A$-0<-L, 

（《俱舍論自釋》，頁 442）
 

○45 複合動詞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23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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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名詞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247-257。 
○46 固有名詞 
※單音節名詞 
※多音節名詞 
※帶有語尾助詞的名詞 
○47 後有名詞 
※動狀名詞 
※派生名詞 
※複合名詞 
※所屬名詞 
※能所名詞 
※全分名詞 
※總別名詞 
5.1.1.3. 形容詞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259-264。 
○48 固有形容詞 
※單音節形容詞 
※多音節形容詞 
※帶有語尾助詞的形容詞 
○49 後有形容詞 
※動狀形容詞 
※指示形容詞 
※所屬形容詞 
 
5.1.1.4. 代名詞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265-270, 280-292。 
○50 指示代名詞 
○51 人稱代名詞 
○52 反身代名詞 
○53 所屬代名詞 
○54 關係代名詞 
.2-3-<A/-(J/-UJ%-2-=?-=J:-.%-0R:A->R-= R-!-35 

)A-YA.-1%-0R<-:6 B/-;R.-0, ,.J-YA.-.J-=?-%<-:6B/-;R., 

,%<-:6B/-;R.-/-;%-=?-+J, ,.J-=?-;%-/ A-*J-2-;A/,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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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不定代名詞 
 
5.1.1.5. 疑問詞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270-280。 
○56 疑問詞 
※疑問代名詞（who? what?） 
※疑問形容詞（which?） 
※疑問副詞（where? when? how? why?） 
:(A%-2-i3?-$%-8J-/, :(A%-2-/A-$?3-!J, :(A%-2-:.R.-($?-,3?-&.-.%-, :(A%-2-8J-#%-.%-, 

$+A-3$-,3?-&.-.R, ,
（《俱舍論自釋》，頁 491）

 

(R?-3%R/-0-36S.-GA-<%-:PJ=-.-$/?-28A-0:A->R$-P%?-306 

;%-?J3?-&/-.%-$R.-GA-:) A$-gJ/-i3-0-3%-0R-$-5S$?-0-2>.-0-$%-; A/-0-.J-??-L?->J-/, ??-G%-]R-

}R/-.-2+%-!J-L?-0-/A-3J.-.R, ,:R-/-)A-v-2-8J-/, ?J3?-&/-i3?-GA-=?-=?-:)A$-gJ/-$-5S$?-*J?, 

（《俱舍論自釋》，頁 306）
 

(R?-3%R/-0-36S.-GA-<%-:PJ=-.-$/?-s-0:A->R$-P%?-442 

U-o?-.J-.$-G%-.-8A$-&J-/, 3.R<-2#?-/-S$ S$-$%-8J-/, :.R.-($?-.J-28A/-#R%-OR-.%-, %-o=-3- 

<A$-v-2-.%-, ,J-5S3-;A/,
（《俱舍論自釋》，頁 442）

 

(R?-3%R/-0-36S.-GA-<%-:PJ=-.-$/?-s-0:A->R$-P%?-491 

&A:A-KA<-,=-:I<-2-8 J?-L-8 J-/, ,=-:I<-43-IA?-KA-cR=-IA-o.-=-212-L-gR$?-0:A-eJ?-.0$-*J-2<-:

.R.-0?-/-.J-v<-2eR.-0:A-KA<,
（《宗義寶鬘》，頁 44）

 

(R?-3%R/-0-36S.-GA-<%-:PJ=-.-$/?-s-0:A->R$-P%?-491 

&A:A-KA<-$?3-0R-/A-:(A%-2<-2>.-& J-/,
（《俱舍論自釋》，頁 491）

 

 
5.1.1.6. 數詞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29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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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基數 
.2-3-<A/-(J/-UJ%-2-=?-=J:-s-0:A->R-=R-!-64 .%-65 

?%?-o?-GA-;R/-+/-5.-3J.-0-=-;A.-( J?-LJ.-0-=-.J:A-o-5.-3J.-0-=-$R-2<-LJ.-0:A->R-=R-! 

$=-+J-o-/A-. J-4 3-., ,5.-3J.-*A.-.-3-3,R%-/, 

,?%?-o?-i3?-GA-5.-3J.-0, ,.J-=-;A.-(J?-3A-:I<-2?, , 64 

.J-KA<-{-$9$?-3(R.-gJ/-IA, ,,/-}-:3-;%-/-$8/-.:%-<%-,  

,5B$?-?-2&.-0-*A->-:.A, ,*A/-$&A$-&A-;%-.?-$?3-2eR., , 65 

 
○58 序數 
.2-3-<A/-(J/-UJ%-2-=?-=J:-s-0:A->R-=R-!-40 /?-60 

L%-(2-?J3?-.0:A-?-2&, 

)A-v<-*/-,R?-,J$-0-=, ,*/-,R?-?-/A-2o.-2>.-0, 

,.J-28A/-, J$-0-(J/-0R-=, ,L%-(2-?J3?-.0:A-?-2&:R, , 40 

.J-.$-.%-0R<-<2-.$:-2, ,L%-(2-?J3?-.0:-.$:-L J.-KA<, 

,!/-+-.R<-2-$?3-%%?->A%-, ,.J-28A/-$>J$?-0:A-<A$?-*J?-KA<, , 41 

.J-;A-i3-0<-(A/-0:3, ,.A/-0:A-1-< R=-K A/-3(R$-:I<, 

,:)A$-gJ/-#3?-/A-2o-$;R-8A%-, ,:63-\A%-.2%-K$-(J/-0R<-:I<, , 42 

$*A?-0-SA-3-3J.-&J?-L, ,=?-.%-%$-.%-?J3?-GA-=?, 

,2&-(<-SA-3-3J.-0:A-KA<, ,%%-$ A?-.J-.$-=-$/?-KA<, , 43 

.J-;A-i3-0<-(A/-0?-/, ,5=-OA3?-1-<R=-KA/-3(R$-:I<, 

,.0=-w/-<A/-(J/-2./-IA-2.$ ,:PR-1/-:# R<-=R?-+<-2<-:I<,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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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A-:R.-LJ.-0, ,;J->J?-8A-2:A-:R.-:L%-KA<, 

,2?3-$+/-3%R/->J?-2*J.-0-.%-, ,:.R.-($?-8J-#%-;R%?-9.-KA<, , 45 

.J-;A-i3-0<-(A/-0?-/, ,29R.-0:A-,R.-0-z$-0<-,R., 

,z-;A-.2%-( J/-3#?-0-!J, ,:.R.-0:A-:.R.-($?-2^R$-0-;A/, , 46 

28A-0-:R.-:UR-&/-8J?-L, ,;%-.$-;J->J?-:R.-:L%-KA<, 

,L%-(2-KR$?-3,/-3-=?-0, ,H.-0<-.-/A-2|R3-0:A-KA<, , 47 

.J-;A-i3-0<-(A/-0?-/, ,<2-:,2-V=-$/?-z-o=-:I<,  

,:)A$-5 S$?-v-2-<2-:L%-2, ,!/-/?-:)R3?-LJ.-3#?-0-;A/, , 48 

s-0->A/-+-.%-.!:-2.., ,!/-IA?->A/-+-,2-.!:-KA<, 

,:1$?-0:A-2.J/-?R$?-U-3R:C-.R/, ,>J?-=-3#?-0-:L%-2:A-KA<, , 49 

.J-;A-i3-0<-(A/-0?-/, ,.$:-w/-$/?-IA-z-o=-:I<, 

,3-!J$?-LJ.-0-,3?-&.-GA, ,*R/-3R%?-v-$/?-2^R$-LJ.-0, , 50 

S$-0-3%R/-KR$?-8J?-L-!J, ,?%?-o?-(R?-=-3%R/-KR$?-KA<, 

,8A-$/?-z$-3,R%-$R3?-0-;A?, ,:$R$-0-,R2-0?-o?-0:A-KA<, , 51 

.J-;A-i3-0<-(A/-0?-/, ,z-;A-o=-0R-<2-:U=-:I<, 

,*/-,R?-i3?-GA?-3A-:U R$-0, ,z$-0:A-%-o=-&/-8A-LJ., , 52 

2./-0-<A%-.-?R%-2-!J, ,P%?-/A-<A%-.-?R%-w/-KA<, 

,$%-KA<-{.-&A$-{.-& A$-=, ,.J<-/A-:$R$-=-~R3?-0<-:)$ , 53 

.J-;A-i3-0<-(A/-0?-/, ,.2%-2+<-z-;A-2.$-0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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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2.J/-3%R/-gR$?-0:A-KA<, ,aR2-.0R/-H-3(R$-(J/-0R<-:I<, , 54 

.J-28A/-2o.-0-$8R/-/:A-?, ,3A-$;R-2-!J-3A-gR$-KA<, 

,3A-$;R-.J-28 A/-=?-.%-/ A, ,%$-?J3?-,R.-;=-2?3-3A-H2, , 55 

.J-;A-i3-0<-(A/-0?-/, ,!R%-$A-2.$-0R-5%?-0<-:I<,  

,.P-2&R3-<%-?%?-o?-?R$?-GA?, ,.R/-$+/-:2J2?-=-:UR$-0-3J., , 56 

?-.$-0-/A-=J$?-0-;A, ,]R-PR?-8J?-L-o=-52-28A/, 

,$%-KA<-?R-?R<-;%-.$-<A$ ,,R2-0?-:. A-=-]R-PR?-29%-, , 57 

.J-;A-i3-0<-(A/-0?-/, ,!R%-$*A?-2.$-0R:C-5%?-0-:I<,  

,?J3?-&/-2?3-0-SA?-0-=, ,.P-2&R3-?R$?-GA?-:UR$-0-3J., , 58 

2&-0-(R?-GA-3A/-;A/-+J, ,.3-0:A-(R?-GA-(<-:2J2?-KA<, 

,L%-(2-?J3?-.0:-?%?-o?-GA?, ,:R.-9J<-.2%-$A?-.2%-2{<-KA<, , 59 

.J-;A-i3-0<-(A/-0?-/, ,$/?-$4%-z-;A-2.$-0R<-:I<, 

,2?3-;?-;J->J?-;=-IA-2.$ ,.2%-K$-(J/-0R-3(R$-;A/-/R, , 60 

.J-v<-2&-0R-.J-.$-/A, ,L%-(2-?J3?-.0:A-?-2&<-21$?,  

○59 其他用法 
※表示數目的單詞 
※分配 
※倍數 
※分數 
※次數 
※與數詞配合使用的單位名 
※數詞在句中的詞序 
 
5.1.1.7. 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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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331-350。 
○60 固有副詞 
○61 後有副詞 
※時間副詞 
※場所副詞 
※狀態副詞 
○62 相當於梵文接頭詞（prefix）的狀態副詞 
○63 否定副詞 mi 和 ma 
 
5.1.1.8. 接續詞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351-353。 
○64 接續詞 
(R?-3%R/-0-36S.-GA-<%-:PJ=-.-$/?-s-0:A->R$-P%?-489 

;%-2&R3-w/-:.?-GA?-$8/-.-!/-+-.R<-2-,-3:A-(-.%-3,/-i3-s-$?%?-+J, :.A-v-!J, :)A$-5 S$?-

=-v-2-.%-, 5=-OA3?-.%-2g=-8$?-3(R$-+-:6B/-0-.%-, ,J-5S3-.%-, :.R.-0-=-:./-0-.%-, $/R.- 

?J3?-?R, ,
（《俱舍論自釋》，頁 489）

 

5.1.1.9. 感嘆詞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355-358。 
○65 感嘆詞 
 
5.1.2. 五大助詞 
5.1.2.1. 格助詞 
5.1.2.1.1. 絕對格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363-365。 
○66 表達主格（N） 
○67 表達受格（Ac） 
○68 表達呼格（V） 
○69 取代連結助詞（dang） 
○70 表達同位格（aposition, ap） 
 
5.1.2.1.2. 邏義格助詞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371-393。 
○71 表達受格（Ac）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372-376, 384-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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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表達為格（D）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376-378, 387-388。 
○73 表達處格（LL, ML, TL）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378-381, 382-384, 388-393。 
○74 表達主題（theme） 
○75 表達主格（N）──用在基本句型三的 sc 中。 
!/-3HJ/-.! R/-3(R$-:) A$?-3J.-.2%-0R?-36.-0:A-?-=3-IA-i3-28$-$A->R$-P%?-56 ;A$-UJ%-15 

*J?-2-$?3-IA-=3-IA-<A3-0-.J-.$-o.-=-*J-2:A-5=-;%-; R.-.J, .J-;%-.=-:LR<-fJ.-.!:-8A%-.R/-( J-2- 

.%-, .J-*A.-<A%-.-3A-$/?-0<-:.R<-2:A-5=-2?3-!J-5K-:.A:A-$%->?-=R$-/?-KA-3-.R/-$*J<-IA-2?3-0-

=-2&R?-3A/-IA-MR%-2-,R/-0-/-*J?-2-(%-%-H.-0<-&/-IA-=3-o.-=-*J?-0-;A/-8A%-, .J:A-:R$-+-:#R<-2:A-

1/-5S$?-3,:-.$-3J-:2<-2:A-:R2?-v<-3,R%-/?-.J-=?-,<-:.R.-GA-]R-=-2&R?-3A/-IA-MR%-2-,R/-0-/-

*J?-2-:VA%-$A-=3-o.-=-*J?-0-8J?-L:R, ,.J:A-:R$-+-<%-*A.-GA?-:#R<-2-=?-PR=-2:A-,<-0-8A$-,R2- 

G%-*R/-KR$?-<J-2-9.-0-.%-, ;R/-+/-KR$?-<J-2-43-,R2-0-;A/-0?-<%-.R/-3-mR$?-0<-3-9., $8/- 

.R/-;%-*A-5K-2<-9.-& A%-<%-.R/-43-=-.3A$?-0-/ A-..-:PR-.%-;%-,/-3R%-2<-> J?-/?-? J3?-&/-$8/-

$+/-IA-2.J-2-=-:$ R.-0:A-(J.-.-i3-0-,3?-&.-3HJ/-0:A-$R-:1%-$4S-2R<-.R/-$*J<-IA-2?3-0-=-2&R?-

3A/-IA-MR%-2-,R/-0-/-*J?-2-(J/-0R:C-=3-o.-=-*J?-0-;A/-/R, ,
（《地道建立》，頁 56）

 

.2-3-<A/-(J/-UJ%-2-=?-=J:-s-0:A->R-=R-!-84 

]R-.R%-$A-#%?-=%-, 

?J3?-&/-i3?-=-YR$-28A/-1%?, ,2.$-=-.J-.$-(J?-1%?->R$ 

,2.$-=-.J-.$-#A$-(A/-&A%-, ,2.$-.$J-3-=?-.J<-(A/->R$
（《中觀寶鬘論》，頁 V.84）

 

 

=3-<A3-(J/-3R:C->R$-P%?-240 ;A$-UJ%-20 

=?-$?R$-0-.J-;%-$*A?-+J, 5S<-2-2. J-2:A-.R/-.-$?R$-0-.%-, 5S<-2-2+%-~R3?-GA-KA<-$?R$-0: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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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R-=-$*A?-+J,  $9$?-1-=-?R$?-0:A-:.R.-0: A-;R/-+/-,.-0-=?-L%-2:A-2.J-2-. %-#-KA<-2v:A- 

2.J-2-.J-=-($ ?-0-=R$-/?, +A%-%J-:6B/-=?-*J?-0:A-5S<-2-2.J-2:A-.R/-.-=?-$?R$-0:R, ,.J-=-.%-0 R- 

=-$*A?-=?, $4S-2R<-3->A-43-5/-(R.-GA-5K-:.A:A-2.J-2:A-KA<-.-.3A$?-/-/A-2?R.-/3?-3-;A/-0:A-=?- 

$?R$-=, :)A$-gJ/-KA-3:A-:.R.-0:A-2.J-2-=-$4S-2R<-.3A$?-/-/A-2?R.-/3?-GA-=?-$?R$-$R +A%-%J- 

:6B/-=?-*J?-0:A-5S<-2:A-2.J-2-=-$4S-2R<-.3A$?-/-/A, 2?3-$+/-$?3-0-3/-(.-/?-.%-0R:C-2<-.- 

*J-2:A-3A-$;R-2:A-=?-$?R$-=, :.R.-0-=-;%-($?-0-=R$-&A%-5S<-2:A-2.J-2?-G%-;A.-?/-/?-5S<-2- 

2+%-~R3?-0:A-.R/-.-=?-:.-LJ.-/-/A-2?3-$+/-28A-0-/?-YA.-lJ:A-2<-.-*J-2:A-3A-$;R-2:A-=?-$?R$-

!J, aR2-.0R/-.LA$-$*J/-IA-.$R%?-0-;A/-/R, ,.J:A-<A$?-0?-Y A.-0-3,:-.$-=-8J/-0-=R$-/?-,<-0:A- 

KA<-.-|R-$?3-.$J-2-=-3%R/-0<-:.-LJ.-/-:# R<-2-=-)J-<A%-.%-,<-0-=-)J-*J<-:I<-2-;A/-/R, , 

 （《廣論》，頁 240）
 

1 :PR-2-=-1/-0:A-(J.-.-?%?-o?-:P2-0<->R$, 

#,, ,,*2?-:PR-?J3?-2*J.-28$?-?R,, 

?%?-o?-(R?-.%-5S$?-GA-3(R$-i3?-=, ,L%-(2-2<-.-2.$-/A-*2?-?-3(A, 

,2.$-$A?-.A/-?R$?-2IA?-0:A-2?R.-/3?-GA?, ,:PR-=-1/- ?%?-o?-:P2-0<->R$ , 

?%?-o?-(R?-.%-5S$?-GA-3(R$-i3?-=, ,L%-(2-2<-.-2.$-/A-*2?-?-3(A, 

,2.$-$A?-(R?-3*/-2IA?-0:A-2?R.-/3?-GA?, ,:PR-=-1/- ?%?-o?-:P2-0<->R$ , 

 
5.1.2.1.3. 作具格助詞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394-406。 
○76 表達作者（agent）──用於基本句型二的 s 中。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394-399。 
○77 表達方法（means）──以，用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39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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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表達主題（theme）──就……而言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00-402。 
○79 表達狀態（manner）──……地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02-404。 
○80 表達比較（comparison）──使用 pas/ bas 的形式，被比較者置於 pas/ bas
之前。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04-406。 
 
5.1.2.1.4. 從格助詞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06-416。 
○81 表達來源（source）──從……。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07-408。 
○82 表達比較（comparison）──nas 通常用於最高級而 las 通常用於比較級。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09-412。 
○83 表達略攝（abbreviate）──常用「A nas B G bar du」（從 A 乃至 B）的形

式。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12。 
○84 表達方法（means）──以，用。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13。 
○85 表達引用（quotation）──常用「人或書名 nas/las 話語或內容 ces/ zhes/ 
shes gsungs/ bshad/ smras」的形式。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13-414。 
○86 表達分離（separation）──通常後面會伴隨否定，表達「除了……之外就沒

有了；只有……」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15-416。 
.2-3-<A/-(J/-UJ%-2-=?-=J:-$?3-0:A->R-=R-!-12 .%-13 

?%?-o?-i3?-GA-$9$?-{-:.A<, ,2?R.-/3?-5S$?-=?-L%-2-!J, 

,(R?-GA-{-/A-3.R<-2#-/, ,o=-0R-;J->J?-5S$?-=?-L%-, , 12 

.J-v-2?-/-5S$ ?-:.A-$*A?, ,?%?-o?-*A.-/A-:,R2-0: A-o, 

,.J-v<-3.R<-/-2?R.-/3?-.%-, ,;J->J?-:.A-/A-g$-2!J/-36S., , 13 

.2-3-<A/-(J/-UJ%-2-=?-=J:-.%-0R:A->R-= R-!-21 

3A-.$J-2-=?-#$-2}=-!/, ,.J-28A/-%/-:PR-,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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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J-:PR-,3?-&.-.%-, ,*J-2-!/-+-2.J-2-.$ , 21 

 
5.1.2.1.5. 屬格助詞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366-371。 
○87 表示「所屬」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366-367。 
○88 表示「同位格」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367-370。 
 
5.1.2.2. 一般助詞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17-454。 
○89 語尾助詞 pa, po, ba, bo, ma, mo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18-421。 
※名詞或形容詞構詞的一部分 

※使 vs 形成 vn 或 va 
※表達名詞的性別──pa, po, ba, bo 表達陽性而 ma, mo 表達陰性 

※表達所有者──具有……者 

※使除了 gcig「一」以外的基數變成序數 
○90 不定助詞 cig, zhig, shig──相當於英文的不定冠詞 a/an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25-427。 
○91 副助詞（詞性如副詞但詞序如格助詞的助詞）tsam, kho na, sha stag, ’ba’ zhig, 
gcig pu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28-431。 
○92 終助詞 
※完結助詞 go, ngo, do, no, bo, mo, ’o, ro, lo, so, to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31-434。 
※疑問助詞 gam, ngam, dam, nam, bam, mam, ’am, ram, lam, sam, tam 或

ce na, zhe na, she na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34-440。 
※命令助詞 cig, zhig, shig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40-443。 
○93 多數助詞 dag, rnams, tsho, cag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43-445。 
○94 強調助詞 ni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45-448。 
○95 嚴攝助詞 kyang, ’ang, yang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4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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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連結助詞 dang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50-452。 
○97 帶餘助詞 te, ste, de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52-454。 
 
5.1.2.3. 接續助詞（參○28 複句）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139-145, 455-479。 
※固有的接續助詞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55-458。 
※格助詞轉用的接續助詞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58-472。 
※一般助詞轉用的接續助詞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73-479。 
.2-3-<A/-(J/-UJ%-2-=?-=J:-$?3-0:A->R-=R-!-92 /?-97 IA-2<-.:R, 

3%R/->J?-S$-<J-<J-,R2-0:A-o, 

3(R.-gJ/-3<-3J-UJ%-2-.%-, ,3/-#%-.$-+-1R/-3J-.%-, 

,3<-3J-:V-3<-LA/-0-;A?, ,z-;A-3A$-/A-,R2-0<-:I<, , 92 

3(R.-gJ/-3(R.-0<-<R=-3R-.%-, ,SA=-2-.$-/A-1=-2-.%-, 

,.%-.%-d-/A-<2-1=-2?, ,z-;A-i-2-,R2-0<-:I<, , 93 

$8/-IA-:O=-0-3A-\J%-8 A%-, ,;/-=$-*3?-0-i3?-3A-2eR., 

,?J3?-/A-eJ?-?-2Y%?-0?-/A, ,$8/-IA-?J3?-/A->J?-0-, R2, , 94 

z3-.%-28R/-0-LA/-0-.%-, ,*3-(%-2!<-0-L?-0-.%-, 

,28R/-0?-]-3-2!<-0-;A?, ,3#?-0?-m-:U=-,R2-0<-:I<, , 95 

(R?-GA-(J.-.%-.J-28A/-., ,(R?-$8%-.R/-.%-S/-0-.%-, 

,(R?-GA-.A/-0-S A-3J.-0?, ,5K-<2?-S/-0-,R2-0<-:I<, , 96 

.%R?-i3?-%R-2R-*A.-3J.-0<, ,;%-.$-)A-28A/-;R%?->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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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J?-S$-0-9$-0-!/, ,9.-0-3(R$-/A-,R2-0<-:I<, , 97 

(R?-3%R/-0-36S.-GA-<%-:PJ=-.-$/?-s-0:A->R$-P%?-491 

;=-$8/-.-2PR.-0<-L-2-=-2<-(.-LJ.-0-/A-$?3-;R.-.R, ,:PR-3A-:.R.-0-.%-, 

=3-$8/-=-2gJ/-0:A-KA<-=3-/ R<-2-.%-, =3-=-,J-5S3-9-2:R, ,.J-28A/-.-,<-0-2PR.-0<-L-2-=-;%- 

$?3-0R-.J-.$-*A.-2<-(.-LJ.-.J, .J-=-:)A$-5S$?-=-v-2?-/A-,<-0?-0$-0<-I<-0?-:PR-3A-:.R.-0<-

:I<-< R, ,5=-OA3?-.%-2g=-8$?-3(R$-+-:6B/-0?-/ A-=3-$8/-=-;%-.$-0<-2gJ/-0:A-KA<-=3-/ R<-

2<-:I<-<R, ,,J-5S3-IA?-/A-=3-=-,J-5S3-9-2<-:I<-+J, 
（《俱舍論自釋》，頁 491）

 

.2-3-<A/-(J/-UJ%-2-=?-=J:-$*A?-0:A->R-=R-!-11 

.J-28A/-+-:S:A-:)A$-g J/-=, ,*J-.%-:) A$-0-*A.-$%-;%-,  

,.3-0:A-.R/-.-*J-2-.%-, ,:) A$-0-*A.-/A-;R.-3-;A/, , 11
（《中觀寶鬘論》，II.11）

 

4S%-#-0?-36.-0:A-=3-<A3-:VA%-$A->R$-P%?-308 ;A$-UJ%-11 

.J-v<-/-*J?-0-.%-2.-3J.-?R$?-$%-9$-.%-, $9$?-5S<-?R$?-(R?-GA-3R?-0-=-2.J/-0<-:6B/-0:A-3- 

<A$-0-/A-2.$-3J.-0:A-!R%-*A.-gR$?-0:A-v-2-fJ.-/?-.J-2|R3?-0?-wR$-=, .J-=R$-/-2.J/-:6 B/-IA-;=-

=-.3A$?-/?-#$-3A-#$-?R$?-GA-35/-3-1R-:.R$?-0:A-5=-3A/-;A.-LJ.-GA-i3-gR$-wR$-$R ,.J-=R$-/- 

:)A$-v:A-l-2-&/-IA-($?-?R$?-*R/-3R%?-$8/-i3?-wR$-$R ,.J-=R$-/-.J?-!/-/?-2a%-2:A-=?-wR$-

$R ,.J-=R$-/-=?-GA?-:1%?-0:A-:#R<-2<-<%-.2%-3J.-0<-*J-2-wR$-0?-,<-0-:, R2-2R-~3-.-%J?-0- 

2g/-0R-2*J.-=, .J-/?-.J-#R-/-*A.-GA-v-2-1-,$-(R.-0<-24=-+J, l->J?-=?, =?-.%-*R/-3R%?-9.- 

0?-,<, ,=?-.%-*R/-3R%?-i3-gR$-=?, ,.J-.$-3R?-=?-3R?-0-/A, ,!R%-0-*A.-G A?-:$$-0<-:I<, , 

8J?-?R, ,
 （《菩提道次第略論》，頁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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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 引號助詞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81-487。 
○98 引號助詞 
=3-<A3-:VA%-$A->R$-P%?-337 

$*A?-?-KJ-2-$*A?-/A-,-..-0-.$R?-0?-,-..-5=-)A-v<-;A/-~3-/, :.A-=-}-<2?-0-3 %-0R-123-0-.%- 

$3-2-v-2-% R-2R-,-..-0-.%-2L?-0-.%-3A-g$-0-v-2-%R-2 R-$&A$-=-wR$-0-,-..-0-$*A?-/A-,-..-o-$* A?-

!-.%R?-0R-;A/-=, 3$%-<%-$&A$-.%R?-0R<-3J.-0: A-,-..-/A-$&A$-0-2!$-0:A-,-..-.J, ,-..-$?3- 

;R.-0?-2.J/-$*A?-/A-$&A$-0-2!$-0:A-,-..-.-5-=, #-&A$-/A-.J-$*A?-%R-2R-$&A$-=-wR$-0-,-..-.- 

:.R.-.R, ,.2-3-$%-2-=?-2.$-$&A$-0:A-:VJ=-2-/A, .%R?-0R<-3J.-0-=:%-3A-:$=-2<-$?%?-0-v<- 

=J$?-0?-,-..-o-$*A?-!-.%R?-0R<-3J.-0-.%-, $%-<%-$&A$-.%R?-0R<-3J.-0-$*A?-(<-=:%-%R-2 R- 

$&A$-=-wR$-0-,-..-3A-:$=-=R, ,
（《菩提道次第略論》，頁 337）

 

 

5.1.2.5. 傳聞助詞 
參《實用西藏語文法》，頁 489-490。 
○99 傳聞助詞 ce’o, zhe’o, she’o, zer, grag, lo, zer skad, zer lo 
aR2-.0R/-.LA$-$*J/-IA?-36.-0:A-(R?-3%R/-0-36S.-.-=R-8J?-0-.%-P$-8J?-0-.%-:VJ=-2-;R

.-0:A-5B$?-2&.-i3?-:.A-v-!J, 

1 $/?-.%-0R:C->R-=R-!-$?3-0, 

,(R?-i3?-<2-+-i3-:LJ.-3J.-0<-*R/-3R%?-i3?,  

,$%-KA<-*J-2<-8A-2<-L-2:A-,2?-3J.-=, 

,*R/-3R%?-0?-G%-:)A$-gJ/-YA.-35S-:.A<-:H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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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J-KA<-:.A-/A-!R/-0?-$?%?-?R-=R, , 

若離擇法定無餘，能滅諸惑勝方便，由惑世間漂有海，因此傳佛說對法。（T29，

1b） 
2 $/?-.%-0 R:C->R-=R-!-*A->-l-2o.-0:A-5B$-b%-.%-0R-$*A?, 

,2-$-/3-3#:A-#3?-8J?-L, ,$%-.%-3/-0-.$-;A/-=R, , 

空界謂竅隙，傳說是明暗。（T29，6c） 
3 $/?-.%-0 R:C->R-=R-!-28A-2&-8J-$?3-0:A-5B$-b%-.%-0R-$*A?, 

,$%-KA<-2<-.-(R.-0-;A/, ,$9$?-/A-3,R%-2-3A/-KA<-=R, , 

傳說不能觀，彼障諸色故。（T29，10c） 
4 $/?-$*A?-0:A->R-=R-!-.%-0R:C-5B$-b%-.%-0R-$*A?, 

,s-0R-i3?-/A-.R/-28A-=, ,.2%-LJ.-28A-i3?-$*A?-=-=R, , 

傳說五於四，四根於二種。（T29，13b） 
5 $/?-$?3-0:A->R-=R-!-*A->-l-s-0:A-5B$-b%-.%-0R, 

,:.A-/A-$/?-{2?-0<-:.R.-=R, , 

傳許約位說。（T29，48c） 
6 $/?-28A-0:A->R-=R-!-$?3-2&-?R-$&A$-$A-5B$-b%-.%-0R-$?3, 

,$=-+J-,3?-&.-2#3?-;A/-/, ,$-$&A$-,R.-?R$?-)A-v-2,  

,.J-Y%-2-=:%-$?%?-8J?-P$ , 

若皆具律儀，何言一分等，謂約能持說。（T29，76a） 
7 $/?-s-0:A->R-=R-!-$?3-2&-?R-2./-0, 

,(-2R-.R<-2:%-.J-28A/-., ,v-i3?-$?=-KA<-=R$?->A$-2!/, 

,9$-0<-3-;A/-PR$?-3J.-i3?, ,:)R$-0:A-eJ?-?-3A-3,/-=R, , 

瀑流軛亦然，別立見利故，見不順住故，非於漏獨立。（T29，10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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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句法篇 
6.1. 散文 
6.2. 詩偈 
 
7. 片語篇 
.2-3-<A/-(J/-UJ%-2-=?-=J:-28A-0:A->R-= R-! -90 

*/-,R?-,J$-0-.J-=?-/A, ,L%-(2-?J3?-.0:A-(R/-=3-.%-,  

,,R.-0-;R%?-2}R-3-2>.-.J?, ,L%-(2-?J3?-.0<-$-=-:I<, , 90 

.2-3-<A/-(J/-UJ%-2-=?-=J:-28A-0:A->R-= R-! -94 

2h-3R.-0-.$-)A-v-2<, ,;A-$J-KA-3R-[R$-:)$-v<, 

,.J-28A/-?%?-o?-$.=-L-=, ,)A-43-29R.-0:A-(R?-!R/-+R, ,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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