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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丹尼爾·布歇（1998）指出：“大乘經典很可能以一種已經經過或正在經歷梵語

化的語言編定而成，而且更可能在接近它們編定的年代時就以書面形式傳播，導致其語言形

態較大的固定。”本文通過探究漢譯佛典中兩個常見譯名的來歷，輔證此說。一為“梵志”

的真實身份果真是普遍認為的半音半意的梵漢合璧詞嗎？二為賢劫末佛名號經過幾個世紀

的變遷，從“樓由”變為“樓至（盧至）”，不但音譯發生了變化，而且意義也大相徑庭（破

泣為笑），為何會有這樣大幅的音義逆轉？諸多疑團或许都指向同一語言事實，即早期漢譯

佛典的原本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是以西北印度（犍陀羅）俗語寫成並流傳的。 

關鍵字：早期大乘佛典  音譯  意譯  書寫符號 ya-śruti 

 

1．“梵志”是梵漢合璧詞嗎？ 

 

“梵志”與“婆羅門”同義，都是伴隨佛經翻譯從印度傳入的專有名詞。但是相對“婆

羅門”一目了然的音譯詞身份，“梵志”的真實屬性卻含糊不清，將其視為半音半意梵漢合

璧詞的普遍看法存在明顯漏洞，恐難成立。現試從古代注釋中的分歧解讀和早期譯經語言研

究的最新成果——犍陀羅語假說兩方面，重新考察“梵志”的來歷，它很可能是來自中期印

度語的一個音譯詞。 

 

1.1.  古代注釋中的分歧解讀 

 

“梵志”是伴隨佛經翻譯從印度傳入的專有名詞，在《中本起經》、《六度集經》、《生經》

等早期的漢譯佛典中便可頻繁見到它的身影，後又憑藉唐代通俗詩人王梵志的盛名走進大眾

視野。同時在漢譯佛典中還有一系列與“梵志”同義的譯名，如唐智雲《妙經文句私志記》

卷三中就羅列數條：“婆羅門，亦雲梵志，此雲淨行，亦雲淨志，亦雲靜者，亦雲靜胤，即

修淨行之種姓。”它們身份各異，按照目前通行的看法，“婆羅門”為音譯詞，“淨行”、

“淨志”、“靜者”、“靜胤”等為意譯詞，“梵志”則為一半音譯一半意譯的梵漢合璧詞。

如此定性“梵志”的依據主要來自現行通用的佛教辭典，略錄幾種如下：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術語）Brahmacārin，婆羅門四時期之一。志求梵天之法者雲梵志。

瑜伽倫記十九曰：“梵者西國音，此翻為寂靜，謂涅槃也。志是此方語，志求於梵，故雲梵志也。

婆沙論三十四曰：“婆羅門至彼王所，王言：梵志從何所來？”增一阿含經四十一曰：“沙門名息

心，諸惡永已盡。梵志名清淨，除去諸亂想。”演密鈔二曰：“梵志者，梵淨也。謂以淨行為志者

名為梵志。”俱舍光記十二曰：“婆羅門，此雲梵志。”又對尼乾子謂在家之婆羅門雲梵志。法華

文句記九曰：“在家事梵，名為梵志。出家外道，通名尼乾。”又一切外道之出家者名梵志。智度

論五十六曰：“梵志者，是一切出家外道，若有承用其法者亦名梵志。”
①
 



陳義孝《佛學常見詞彙》：<一>志求生於梵天的人。 <二>在家的婆羅門。<三>指一切外道出家

人。
②
 

《佛光大辭典》：梵語 Brāhmaṇa。<一>音譯婆羅門、梵士。意譯淨裔、淨行。又稱淨行者、淨

行梵志。婆羅門志求住無垢清淨得生梵天，故有此稱。玄應音義卷十八載，婆羅門應作婆羅賀磨拏，

意指承習梵天之法者。自稱由梵天之口而生，為四姓中之最殊勝者，故獨取梵之名。瑜伽論記卷十

九之上載，梵為西國之言，譯為寂靜、涅槃；志為本地語，矢志求梵，故合稱梵志。散見於經典中

之長爪梵志、螺髻梵志均為著名之佛弟子，亦可知皆出自婆羅門。又梵志之女，或志於梵道之女，

稱為梵女。<二>通稱一切外道之出家者。大智度論卷五十六（大二五·四六一中）：“梵志者，是

一切出家外道，若有承用其法者，亦名梵志。”<三>相對於“尼乾（尼犍）”，而稱在家之婆羅門

為梵志。法華文句記卷九上載，在家事梵稱為梵志，出家之外道通稱尼乾。然于法華經要解卷五所

載則相反，在家之外道稱為尼犍，而出家之外道稱為梵志。
③
 

 

有關“梵志”一詞的來歷，辭典透露的信息包含兩點：（一）“梵志”是個外來詞，譯

自梵文 brāhmaṇa 和 brahmacārin。其中 brāhmaṇa 是陽性名詞，由 brahman（義為“清淨”、

“離欲”）讀音強化而來，音譯作婆羅門，是古印度四種姓中最高者的專門稱呼；brahmacārin

（又作 brahmacarya）是形容詞性復合詞，前半部分也是 brahman，後半部分 cārin（或 carya）

義為“行為”，合起來表示“具有清淨行為的”，該詞在印度最古老的吠陀文獻《梨俱吠陀》

中就用來指稱“梵行者”，也就是修習清淨行為的婆羅門或還處在宗教學習期的婆羅門學生。

（二）“梵志”的本義，各家表述大同小異，都是“以梵為志”、“志求於梵”的意思，並

有唐代遁倫的《瑜伽論記》和遼代覺苑的《大日經義釋演密鈔》兩條古代注解為證。 

據此推斷，“梵志”的屬性不言而喻，其中“梵”是對 brāhmaṇa 或復合詞 brahmacārin

的前半部分 brahma 的簡略音譯，“志”是“志願、志向”義的漢語實詞，合成“梵志”就

是半音半意的梵漢合璧詞（梁曉虹、徐時儀、陳五雲，2005）。構詞方式和“梵經”、“梵

冊”（佛教典籍）、“梵方”（印度）、“梵表”（印度）、“梵俗”（印度的風俗）等一樣，

同屬偏正關係復合詞，音譯詞“梵”充當修飾語，加在“志”、“經”、“方”、“俗”等

漢語實義名詞前，以示華梵之別（李煒，2011）。 

這一古今受用的解讀表面看來有憑有據，順理成章，仔細推敲卻漏洞明顯，並非無懈可

擊。問題首先就出在作為立說之本的兩條古代注解上。這兩則古注皆晚出，與“梵志”初現

年代相隔久遠，不是討論該詞緣起的最早書證，可靠與否暫且不論，單從辭典對一個早已流

行於譯經的用詞卻採納相當晚起的注解看，就不甚穩妥。更何況歷代佛經注釋對“梵志”一

詞的身份由來說法不一，未成定論。 

最早談及該詞由來的古代注解是梁寶唱的《翻梵語》，其卷三言： 

梵志，舊譯曰梵者淨。案梵志是此間語，非外國音。梵是訓淨，如猶寂訓靜，非異國音。聲論

者雲外國呼梵為婆羅摩，呼志為婆他刺。 

該書的價值在於提供許多梵文音譯名詞的正確音譯。注者自案“梵志”是意譯詞，認為“梵”

和“志”都是漢語固有實詞。書中還引述更早的“聲論者”的觀點，認為“梵志”是音譯詞，

                                                                                                                                                               

① 見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第 1866 頁，上海書店，1984 年。 

② 見陳義孝編《佛學常見詞彙》第 237 頁，臺灣：文津出版社，1988 年。 

③ 見《佛光大辭典》（第三版）第 4632 頁，臺灣：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3 年。 



“梵”和“志”均為記音字，分別對譯外語的“婆羅摩”和“婆他刺”。這兩種說法都有明

顯錯失，說“梵”為意譯有悖事實，佛經翻譯前，漢語裡根本沒有“梵”這個字，完全是為

了音譯“清淨”義的 brahman 而造。至於說“志”是音譯，即便一時真偽難辨，也和注釋中

提到的“婆他刺”
①
發音迴異，難以對應。 

所以不論“音譯說”還是“意譯說”都沒有被後世採用。但奇怪的是，後來幾部大型的

佛經音義著作，諸如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宋法雲《翻譯名義集》

等既不評判舊論，也未再立新說，一律避開了“梵志”的來歷問題，直接把它作為“婆羅門”

的同義詞，來解釋“婆羅門”。如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十八言： 

婆羅門，此言訛略也，應雲婆羅賀磨拏，此義雲承習梵天法者。其人種類自雲，從梵天口生，

四姓中勝，故獨取梵名，唯五天竺有，諸國即無。經中梵志亦此名也。正言靜胤，言是梵天之苗胤

也。 

雖然如此，我們從中不難把握“梵志”一詞的本義，即“承習梵天法者”，這也與對應的梵

語 brāhmaṇa 和 brahmacārin（或 brahmacarya）的詞義紊合。而《瑜伽論記》和《大日經義

釋演密鈔》二注沒做任何說明，突然又言之鑿鑿，說“志是此方語”，憑空賦予“志”以“志

願、志求”的實在意義，將“梵志”釋為“志求於梵”、“以淨行為志者”。等於在毫無根

據的情況下，直接把“梵志”的本義由“承習梵天之法者”改成了“志求梵天之法者”。這

雖然從字面上容易說通“梵志”的得名由來，契合了漢語的認知心理，卻明顯偏離該詞原義，

掩蓋了事實，有偷換概念、望文生義之嫌，不足為信。那麼據此推斷“梵志”為半音譯半意

詞的說法自然也就站不住腳。 

如此看來，紛說不明的古代注釋難以解答“梵志”一詞的得名由來，“梵志”究竟是音

譯還是意譯原文的結果，還需依賴直接有效的語言證據加以揭示。而問題的關鍵在於厘清

“志”的屬性。 

 

1.2.  轉向早期譯經的語言事實 

 

既然“梵志”原本的詞義結構中並不包含“志求”義素，“志”不宜視為“志願、志向”

義的漢語實詞，即非意譯詞，那麼，“志”就該屬於音譯詞。但從目前梵漢對音的材料看，

與“梵志”有對應關係的兩個梵文詞中，brāhmaṇa 音譯作“梵”，與“志”顯然沒有語音

關聯；復合詞 brahmacārin（或 brahmacarya）的後半部分 cārin（或 carya）與“志”的古代

讀音也有一定差距，不能直接音譯成“志”。古漢語中，“志”的讀音為職吏切，屬章母之

韻三等字，略舉幾家構擬的音值如下： 

時代 

擬音 

上古 中古 

高本漢 ȶiəg tśi 

王力 tɕiə tśi 

                                                        

①“婆他刺”與梵語 bhadra（賢士）讀音相近，但是否譯自該詞尚不可知。因為在漢譯佛經中，梵語

bhadra 常見的音譯形式是“跋陀羅”。《翻譯名義集》卷三：“跋陀羅，此雲賢，或雲藿葉香，或

雲赤銅葉。”且“婆他刺”僅見於《翻梵語》。 



李方桂 tjəg tśï 

蒲立本 tɕiə ci 

也就是說，從東漢佛經翻譯伊始，“志”的讀音大致處在聲母由舌尖塞音[ȶ]到舌面塞擦音[tś]、

韻母由帶介音的央母音[iə]到前高母音[i]的變化區間中。而梵文 cārin（或 carya）的起首輔音

“c”雖與“志”的聲母音近相符，但都缺少一個重要的[-i-]音。譯經通常用“遮”（章母

麻韻字）音譯梵文的 cā/ca，如：cāru“美妙”音譯作“遮盧”，cakravartin“轉輪王”音譯

作“遮迦羅越”，ācārya/ācariya“師長”音譯作“阿遮利夜”（參看荻原雲來《漢譯對照梵

和大辭典》）。“之”、“麻”不同韻，讀音差異明顯。所以將“志”視為梵文 cārin/carya

的音譯也不合適。 

這樣一來，“志”仿佛陷入非音非意、進退兩難的僵局
①
。其實這只是種假像，只要我

們突破梵文是一切譯經源頭的局限，就能擺脫困境，重見生機。迄今為止已有大量研究證實，

許多早期譯經尤其東漢至南北朝出現的漢譯佛經，它們的原典語言並非正規梵語，而是用中

期印度語（或以它為基礎的中亞語言等）
②
口傳或寫成的。源自印度的佛教經典由東至西經

印度西北、中亞傳播到中國，其間經歷了複雜文本變更及翻譯轉換過程，所經之處或多或少

地烙上當地語言或方言的印記，也是語言發展的自然規律。 

現今流傳下來的印度佛教經典大體有四類：一、用巴利語寫成的；二、用中期印度語寫

成的；三、用混合梵語寫成的；四、用梵語寫成的（F. Edgerton，1953）。造成這樣複雜的

文本主要歸因於佛教與時俱進的語言政策。佛教初起時，多少是對正統國教——婆羅門教的

一種反抗，宣傳對象是一般老百姓，因此採用比較放任的語言政策，即用各地俗語傳教，如

“巴利語小品”及相當多的律藏經典。但到後來，經過佛教護法大王阿育王和迦膩色迦王的

大力支持，地位提高，取婆羅門教而代之，上升為國教，宣傳對象不再是一般老百姓，而主

要是社會上層的統治階級，於是導致語言政策的改變，即用統治階級的語言——梵語或梵語

化的俗語來編寫翻譯佛經。所以，印度佛教文本的梵語化程度會隨時代早晚而不同，具有很

強的流動性。時代愈早，俗語成分愈多，時代愈晚，俗語成分愈少，梵文化的程度也就愈深。 

最新的研究動態傾向於早期漢譯佛經的原典語言是犍陀羅語（Gāndhārī），或是犍陀羅

語多少梵語化的語言。犍陀羅語是中期印度語的一種，產生於印度西北部及今中亞喀什米爾、

阿富汗東部一帶，古稱犍陀羅地區。早在西元前三世紀印度阿育王統治時期，佛教已從西北

印度傳入犍陀羅地區。這裡正是後來“絲綢之路”的孔道。原來居住在甘肅敦煌縣和青海祁

連縣一帶的大月氏部落，漢文帝時被匈奴擊破，逐步西遷，於西元一世紀上半葉，其一部在

犍陀羅建立起貴霜王朝，逐漸擴展疆域，形成一個佛教十分興盛的王國。到被梵語與婆羅米

文字取代的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犍陀羅語及其文字（佉盧[Kharoṣṭhī]文字）很可能是印度

西北部及中亞這一地域佛教徒的共同語言。伯恩哈德（Franz Bernhard）把犍陀羅語在中亞

起的作用媲美中世紀歐洲的拉丁語，稱之為“最佳佛教傳教方言”。
③
 

自東漢至魏晉南北朝，僧侶和居士們把佛典帶到中國，這些人中有許多來自印度西北部、

                                                        

① 竊以為，慧琳、玄應等人的佛經音義著作所以隻字未提“梵志”的屬性問題，很可能與他們依據的 

對勘材料為梵文有關。或許當時也遭遇同樣的判斷困境，所以採取了謹慎回避的做法。 

② 中期印度語（Middle Indic）是標準梵語產生以前使用的一種語言。 

③ 有關此項研究的詳細進展和重要成果見丹尼爾•布歇（Daniel Boucher）的總結性論文《犍陀羅語與

早期漢譯佛經的再思考——以<妙法蓮華經>為個案》，1998 年，薩爾吉譯，徐文堪校，載《佛教漢語研

究》，第 113～195 頁，商務印書館，2009 年。 



中亞。因此產生於這一時代的漢譯佛典中自然有許多佛經的原典可能是以犍陀羅語為媒介從

西北印度穿過中亞，傳播至中國的。實際上，早期漢譯佛經的音譯詞清楚地顯示出犍陀羅語

的語音特徵。比如辛島靜志（1991）和丹尼爾•布歇（1998）先後對《法華經》現存最早的

漢譯本——竺法護譯本的原典語言做過深入研究，通過其中許多印度專有名詞和佛教術語漢

語音譯的語音重構，以大量無可辯駁的語言實例證明，竺法護譯本逐字逐句式的翻譯，比現

存梵文本保留了更多中古印度俗語形式，不少只能用犍陀羅語解釋說明。 

而“梵志”恰巧是早期譯經的產物。該詞從佛經翻譯伊始就已出現，甚至早於與之同義

的音譯詞“婆羅門”。許多早期譯經中，“梵志”一詞的用例明顯多於“婆羅門”，有些譯

經甚至只用“梵志”，不用“婆羅門”，魏晉以後的譯經中，“婆羅門”的用例才逐漸增多。

如下表對比所示： 

譯名 

譯經 

梵志 婆羅門 

後漢曇果等譯《中本起經》 35 7 

後漢竺大力等譯《修行本起經》 14 1 

三國康僧會譯《六度集經》 125 5 

三國維祇難等譯《法句經》 42 0 

西晉竺法護譯《生經》 160 6 

西晉竺法護譯《普曜經》 44 0 

西晉竺法護譯《賢劫經》 63 0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 18 0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 3 15 

蕭齊求那毗地譯《百喻經》 3 14 

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雜寶藏經》 14 111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 86 447 

 

且以《法華經》的兩個漢譯本為例，凡在羅什譯本中譯作“婆羅門”的地方，早出的法護譯

本皆作“梵志”。略舉數例如下： 

經名 

品目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 

序品 

第一 

告天、世人、諸梵、魔眾、沙門、梵

志、阿須倫、鬼神、諸比丘等 

即於梵、魔、沙門、婆羅門及天、人、

阿修羅眾中，而宣此言 

譬喻品 

第三 

今吾班告天上、世間、沙門、梵志、

諸天、人民、阿須倫 

吾今於天、人、沙門、婆羅門等大眾中

說 

安樂行品第

十三 

國主帝王、及與太子，欲聽聞法，皆

供養之，並余長者、及諸梵志、立諸

眷屬，皆無所欲 

為諸國王、王子臣民、婆羅門等，開化

演暢，說斯經典，其心安隱，無有怯弱 

再如前文所示，許多古代的佛經注疏還用“梵志”解釋同義的音譯詞“婆羅門”
①
，這

                                                        

① 除唐智雲《妙經文句私志記》、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如是注解外，宋子璿《首楞嚴義疏注經》卷二



也能從一定程度上說明“梵志”或許比“婆羅門”出現得更早。 

既然“梵志”屬於早期譯經的產物，那麼它的由來是否與早期譯經的原典語言——梵語

外的其他語言或方言，確切地說也就是犍陀羅語有關呢？ 

 

1.3. 來自犍陀羅語的直接證據 

 

保存至今的犍陀羅語資料有：西元前 3世紀的阿育王碑文、在自印度西北部東至中國洛

陽、長安等地域發現的碑文等、中亞出土的文書類、《法句經》寫本等。1962 年，布臘夫（John 

Brough）出版了他對犍陀羅語《法句經》研究的大師級論著，該書詳細討論了寫本的發現、

刊行、寫本語言及與其他版本的關係等各個方面，為我們解開“梵志”一詞的身世之謎提供

了充足可靠的語言訊息。現將漢譯“梵志”與梵語、犍陀羅語的對應關係圖示如下： 

漢譯 梵語 犍陀羅語 

 

梵志 

brāhmaṇa brammaṇa 

brahma-cārin 

brahma-carya 

brama-yari 

brama-yirya 

犍陀羅語的 brama-yari 和 brama-yirya 與漢譯“梵志”之間有著明顯的語音淵源，尤其是

brama-yirya。布臘夫專門談到犍陀羅語復合詞中-carya 在元音腭化和拼寫規則的共同作用下

變成-yirya 的具體過程。首先，元音 a 受到舌面輔音-c-的影響發生腭化，變成 i（§22a）；然

後處在兩個連續母音之間的輔音-c-拼寫時滑落，代之以書寫符號-y-，-y-相當於一個元音分

隔符號（syllable-divider），並非實際讀音，有時還會用’（alif）代替，如 brama-yirya，-yiya，

sama’irya，eka’iya等等（§32）。我們可用-ca >（-ci）= -yi 表示這一語音變化，就是說在犍

陀羅語 bramayirya 中，拼寫形式 yi 代表的是 ci 的讀音。而 ci 恰恰與“志”的古音相合，尤

其貼近蒲立本構擬的中古音值。 

綜合以上材料，我們大致可以推斷，“梵志”一詞很有可能是從接近犍陀羅語

brama-yirya 的中期印度語音譯過來的，它的身份其實和“婆羅門”一樣，同為音譯詞，只

不過“梵志”譯自較早的中期印度語，比譯自標準梵語的“婆羅門”率先流行於漢譯佛經。 

 

2. 從“樓由”到“樓至/盧至”  

 

2.1. 音義逆轉、大異其趣 

 

隨著佛教信仰發展至大乘階段，產生了賢劫將有千佛出世的理念。“樓由”/“樓至”

（盧至）就是賢劫千佛之最後一位佛，他的壽命在諸佛中最長，于未來度脫的眾生也最多。

但是同樣的名號，在幾百年的漢譯中，卻經歷了讀音和意義的巨大轉變。後漢、三國的支謙、

西晉的竺法護譯作“樓由”，百年之後，鳩摩羅什譯作“樓至”，數百年後，玄奘又翻成“盧

至”。 

慧琳《一切經音義》載：“樓由，亦名樓至，皆梵語訛也，即賢劫中菩薩最後成佛者是也。經自

                                                                                                                                                               

也作“婆羅門，此雲梵志”等等。 



解雲：‘樓由，晉言涕泣，即密跡金剛也。’”又及：“盧至如來（梵語佛名，古譯樓至，唐云愛樂，

即此賢劫中第一千佛，劫末後成佛，即今之執金剛神是也，亦名密跡金剛）。” 

一部《一切經音義》觀察到幾個世紀的變遷，從晉的“樓由”到唐的“盧至”，不但音譯發

生了變化
①
，而且意義也大相徑庭，由“涕泣”變成“愛樂，歡喜”。  

若從梵語考釋這幾種音譯，“樓由”所本梵語詞根應是 rud-,詞義是“掉眼淚，哭泣”；

“樓至”所本梵語詞根應是 ruc-,詞義是“愛樂，歡喜”，唐代音譯“盧至”，意譯“愛樂”，

所據原文應是一個從此詞根派生的名詞
②
。可見，即使追溯至梵語，也解釋不了這一離奇的

音義逆轉。所以大概慧琳作《一切經音義》時，看到本為“哭泣”義的“樓至”對應的梵語

居然是“愛樂”義的 ruc-,為求解決該詞讀音與意義間的矛盾，只好說梵語錯了，“樓由，

亦名樓至，皆梵語訛也”。 

姑且不論梵語訛誤與否，單看最初支謙、竺法護選取“樓由”這個譯名，也和他們一貫

的譯經風格不甚相符。在所有形成文字的佛教經籍中，系統提出千佛出世理念，又為之續寫

家譜，並且時代最為久遠者，當屬《賢劫經》，該經最早的漢譯本是竺法護譯《賢劫經》，又

名《賢劫三昧經》（Bhadrakalpika-sutra），譯于《正法華經》後，代表了他成熟期的譯經

風格。經中羅列的諸佛名號顯示了竺法護的一個譯經原則，即絕大多數佛名號是從其意義而

譯出，鮮有從音而譯出者，如：釋迦文、慈氏佛、師子焰、柔仁佛、日藏佛、月光曜、善明

佛、無憂佛、……。這一翻譯風格實纘續於漢末，漢末譯經人中，尤其是支謙主張翻譯時黜

胡音，“其用字全黜胡音，其義旨複頗仿《莊》《老》”（湯用彤 1997）。但對這位賢劫末

佛的名號，支謙偏偏採用了音譯方式，後來的竺法護也未做變更，直接繼承沿用，將“樓由”

作為此佛名號始終如一的譯法。事實上，竺法護分明知曉此佛名的本意為“涕泣”，也熟悉

其典故的由來，見竺法護譯《大寶積經》之《密跡金剛力士會》（T11/52)： 

其後太子名意無量，目自覩見得最後籌，窮底成佛，應時愁惱：“吾獨何釁？窮底得籌！”五體

投地，猶太山崩，口自宣言：“諸佛道法不可稱量，眾生之界亦無有限，所願殊特，不可思議。”…… 

佛言：寂意！何故名之樓由？爾時愁感，自投於地。用得下籌，自積誓願。由斯世尊號之樓由(樓

由者，晉言涕泣) 

既然如此，竺法護為何不遵從其一貫恪守的原則，譯作“涕泣”一類的意譯詞，反而一改常

態，選擇音譯呢？  

 

2.2. 犍陀羅語推斷 

 

這些疑點再次將矛頭指向犍陀羅語的書寫符號 ya-śruti上。犍陀羅語有用 y-代 d-/c-（§28、

§33）的做法，有時還會用’（alif）替代這個並無實際發音的母音分隔符號-y-，如：upada>upaya、

ninido>anini’a、ruc->roye’a、rucira> ruyira(P.)、rocayasi>royesi。已經發現的犍陀羅語《賢劫

經》證實了這部經曾經是俗語寫成的。竺法護譯出的經籍至少反映了西域地區“早期大乘流

派的主要特色”（任繼愈 1993）。而且，在中國法護是第一個史書上記載翻譯過程中手拿母

本的翻譯家（《出三藏記集》）。 

我們或可據此推測，這位賢劫末佛的犍陀羅語詞根寫作 ruy-，原本代表的是 rud-（哭

                                                        

①上古音“由”字是以母幽部，“至”字是章母質部長入。按照《切韻》音系，“由”是以母尤韻，“至”

是章母至韻。 

② 參看段晴（2013）。 

file:///C:/Users/jnchinese/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320&B=T&V=11&S=0310&J=9&P=&507883.htm%230_3
file:///C:/Users/jnchinese/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320&B=T&V=11&S=0310&J=9&P=&507883.htm%230_3
file:///C:/Users/jnchinese/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320&B=T&V=11&S=0310&J=9&P=&507883.htm%230_3


泣）這個詞
①
，而非 ruc-（愛樂）。但在梵語化過程中，經過多種傳抄，難免產生不同的斷字，

不同的理解，將原本代表 rud-的 ruy-，誤判為 ruc-的原形，並最終寫定下來，於是產生差

異，導致出現新的譯名“樓至(盧至)”，繼而背離了這位末佛曾經“涕泣”的本意，獲得“愛

樂、歡喜”的新義。現將賢劫末佛名號從“樓由”到“樓至/盧至”的訛變情況略示如下： 

 

時代 漢末、西晉 姚秦 唐 

譯經 
支謙《佛說維摩詰經》 

竺法護《賢劫經》 

鳩摩羅什《維摩詰所說經》 

竺佛念《出曜經》 

曇無讖《悲華經》 

玄奘《說無垢稱經》 

 

漢譯 
樓由
‧
 樓至

‧
 盧至

‧
 

古音 以母尤韻 章母脂韻 章母脂韻 

詞義 “涕泣” “愛樂” “愛樂” 

梵語 rud- ruc- ruc- 

犍陀羅語 ruy- 

 

至於支謙、竺法護起初為何用音譯詞“樓由”翻譯這位賢劫末佛，引發一段末佛“破泣

為笑”的離奇變異，還有待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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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s in support of the written spread tradition of the early Mahayana Buddhist 

Scriptures: Fanzhi(梵志) and Louzhi(楼至) 

 

JIANG Nan 

(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Sanskrit Research Center, CASS, Beijing 100732,China ) 

 

 

Abstract：Daniel Boucher（1998）once pointed out that the early Mahāyāna Buddhist scriptures 

in all probability spread in the written tradition. The paper intends to reprove this view by two 

evidences. One is whether Fanzhi(梵志) is a combined Chinese-Sanskrit word？The other is why 

the transliteration of the name of the last Buddha (from Louyou 楼由 to Louzhi 楼至/卢至) could 

experience such great change from pronunciation to meaning after several centuries. So many 

suspicions maybe attribute to the same language fact, i.e.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early Chinese 

translt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were mostly written and spread by the Middle Indic, i.e. Gāndhārī. 

Keywords：the early Chinese translt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transliteration; free translation; the 

written symbol of ya-śrut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