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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漢譯《法句經》有三國維祇難、竺將炎、支謙譯的《法句經》
（T210）與北宋天息災譯的《法集要頌經》（T213）。1漢譯還有屬於「譬
喻」形式的《法句譬喻經》（T211）與《出曜經》（T212）。2
除了漢譯以外，尚有其他語言版本的《法句經》，諸如：巴利《法句
經》、3犍陀羅《法句經》、4 梵文《法句經》（本漢 Bernhard 整理出版的
「梵文《法句經》」名為「Udānavarga 優陀那品」）、5波特那《法句經》6
與藏譯《法句經》。7
在四本漢譯《法句經》之中，T210《法句經》不僅譯出的年代最早，
後三譯各有數量不少的偈頌或直接抄錄前者，或承襲前者而略加更動；所
以，T210《法句經》的研究居樞紐地位。
「甘肅博物館 001 號《法句經》寫卷」8的來源不明，但是此一寫卷上
有兩處「題字」，分別為：「升平十二年沙彌淨明」（朱筆）與「咸安三年
十月廿日沙彌淨明誦習法句起」（墨筆）。升平十二年為西元 368 年，咸安
三年為西元 373 年，如果題字屬實，9將與「法國所藏 P2381 號《法句經》
敦煌寫卷」同為存世漢譯《法句經》的最早寫本，此二寫卷也將成為校勘維

1

《法句經》二卷，CBETA, T04, no. 210, p. 559a。《出三藏記集》：「魏文帝時，天竺沙
門維祇難以吳主孫權黃武三年齎胡本，武昌竺將炎共支謙譯出。」（CBETA, T55, no.
2145, p. 6, c11-13）。《法集要頌經》四卷，CBETA, T04, no. 213, p. 777a，是天息災於宋
太宗雍熙二年（西元 985 年）譯出，請參考《大中祥符法寶錄》的記錄（CBETA, A111,
no. 1501, p. 714, a6）。
2
敦煌寫本另有所謂的《法句經》（T2901），此為疑偽經典，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佛說法句經》，CBETA, T85, no. 2901, p. 1432, b3。
3
本文引用的巴利《法句經》偈頌，出自 Vipassana Research Institute 發行的 CSCD。
4
參考 Brough (1962)。Falk (2015) 提及新發現的犍陀羅語《法句經》寫卷，內含 90 首偈
頌，請參考網址：https://fu-berlin.academia.edu/HarryFalk
5
參考 Bernhard (1965)。也可參考網址：
http://www2.hf.uio.no/polyglotta/index.php?page=volume&vid=71
6
參考 Cone (1989)，Patna 是印度地名，不是語言。
7
本文將不涉及藏譯《法句經》及其相關文獻。
8
段文傑（主編）（1999），頁 1-4。
9
筆者認為，此一題字與其他字跡的差異甚大，「墨筆題字」的墨跡也不同，是否出自同一
人應待專家進一步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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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難、竺將炎、支謙譯《法句經》的重要文獻，因此，此兩本寫卷的確切的
年代與是否出自偽託將是此一範疇的重大議題。
紀韋彤〈《甘博 001（法句經下）》字樣研究〉一文採用《馬王堆簡帛
書》、《說文解字》、漢代碑文、《高麗大藏經異體字典》、《龍龕手鏡》
等字書，以及《教育部異體字典》10、《石塚數據庫》等網路資源，對此寫
本進行「字樣研究」。此文的結論是「由外部特徵的考證以及內在的書體與
字樣分析，本寫卷時代應該在四世紀左右無誤」。11
本文將不探究「字樣研究」，而僅僅舉例探討此一寫卷所呈現的異讀。
筆者檢校今本《磧砂藏》、《高麗藏》和《大正藏》經文，以判讀這些異讀
為「獨特」、「無法分辨」或「訛誤」。其中，部分異讀是今本所無，卻與
《出曜經》、《法集要頌經》、巴利《法句經》或梵文《法句經》呼應；當
然，也有少數異讀非常可能是寫本自身的抄寫訛誤；無可避免地，有些異讀
暫時無法分辨孰是孰非。
本文經常提及「宋、元、明藏」、「元、明藏」或「明藏」，以單引號
（「」）表示，此類稱謂指「引用《大正藏》頁底註」的「校勘註記」，筆
者並未親自去檢閱《思溪藏》（《大正藏》「校勘註記」所指的「宋
藏」）、《普寧藏》（《大正藏》「校勘註記」所指的「元藏」）或《徑山
藏》（《大正藏》「校勘註記」所指的「明藏」，或稱「嘉興藏」）。
為行文簡潔、指稱方便，本文以「甘博寫本」指稱「甘肅博物館 001 號
《法句經》寫卷」；以「法藏 P2381」指稱「法國所藏 P. 2381 號《法句
經》敦煌寫卷」。12

貳、〈道行品〉顯示的異讀
今本《法句經》的〈道行品〉為第 28 品，有 28 章；「甘博寫本」則標
為「道行品第卅八 廿有八章」。部分「異讀」探討如下：

10

《教育部異體字典》網址：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variants/trial_ver_info.html
紀韋彤，（2010: 98）。此文在 101 頁的敘述略有差異：「由異體字的使用情況與外部特
徵，可以確定約是三世紀至四世紀初的寫本」。
12
筆者參考的圖檔為方廣錩教授所提供。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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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道无有異」
〈28 道行品〉第 2 頌：
是道無復畏，見淨乃度世，
此能壞魔兵，力行滅邪苦。13
「甘博寫本」作：
是道无有異，見淨乃度世，
此能壞魔兵，力行滅眾苦。
差異為：「無復畏」，「甘博寫本」作「无有異」；「滅邪苦」，「甘
博寫本」作「滅眾苦」。
此首偈頌的對應偈頌如＜表 1＞。
由 ＜ 表 1 ＞ 可 見 ， 梵 、 巴 對 應 偈 頌 前 半 作 「 eseva maggo natthañño
dassanassa visuddhiyā （ 巴 利 ） 」 、 「 eṣo hi mārgo nāsty anyo darśanasya
viśuddhaye（梵文）」（唯此是道，沒有其他（道可以達到）見清淨）。句
中的「añño（巴利）」、「anyo（梵文）」意為「其他的 other」，正好與
「甘博寫本」的「異」字相符。其他漢譯如《出曜經》作：「是道無有
餘」， 14 《法集要頌經》作「此道無別法、此道無有餘」， 15 也是呼應
「異」字。在其他各本大藏經收錄的《法句經》沒有異讀的情況下，「甘博
寫本」的「異」字不是造偽者所能知的細節，很有可能「原譯」是「異」
字，因「形近而訛」寫成「畏」字。16
＜表 1＞也顯示，《出曜經》與《法集要頌經》的對應譯文與「甘博寫
本」的「滅眾苦」呼應，但是漢、巴對應偈頌並無對應詞句。筆者無法判定
今本《法句經》的「滅邪苦」是否另有所本。

13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9, a20-21。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683, c22-23。
15
《法集要頌經》，CBETA, T04, no. 213, p. 783, b9-12。
16
Dhammajoti (1995: 217, note 4)，認為「畏」字，應該是「他」或「餘」字，沒能推測此
字是「異」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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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版本與經名
偈 頌
T210《法句經》〈28 道行 是道無復畏，見淨乃度世，
品〉
此能壞魔兵，力行滅邪苦。
是道无有異，見淨乃度世，
「甘博寫本」〈38 道行品〉
此能壞魔兵，力行滅眾苦。
是道無有餘，見諦之所淨，
《出曜經》〈13 道品〉
趣向滅眾苦，此能壞魔兵。
此道無別法，見諦之所淨，
《法集要頌經》〈12 正道 趣向滅眾苦，能壞魔羅軍。
品〉
此道無有餘，見諦能證果，
趣向滅眾苦，能破魔羅軍。
梵 文 《 法 句 經 》 〈 12 eṣo hi mārgo nāsty anyo darśanasya viśuddhaye |
pratipannakāḥ prahāsyanti dhyāyino
mārgavargaḥ 道品〉
mārabandhanam. |12, 11|
eseva
maggo natthañño dassanassa visuddhiyā;
巴利《法句經》〈20 magga
etañhi tumhe paṭipajjatha mārassetaṃ
vagga 道品〉
pamohanaṃ. (274)

二、「生死非身空」
〈28 道行品〉第 4 頌與第 5 頌：
生死非常苦，能觀見為慧，
欲離一切苦，行道一切除。
生死非常空，能觀見為慧，
欲離一切苦，但當勤行道。17
「甘博寫本」作：
生死非常苦，能觀見為慧，
若欲離眾苦，行道一切除。
生死非身空，能觀見為慧，
欲離一切苦，但當仂行道。

17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9, a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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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為：第三句「欲離一切苦」，「甘博寫本」作「若欲離眾苦」；第
五句「生死非常空」，「甘博寫本」作「生死非身空」；第八句「但當勤行
道」，「甘博寫本」作「但當仂行道」。
第一個差異雖然用字不同，句意並沒有太大的差別。第三個差異則
「勤」、「仂」兩字可以通假。
《一切經音義》：「以仂（里翼反，《字書》：『仂，勤也。』今皆為
力字）。」18
所以，主要的差別在「生死非常空」與「生死非身空」。《法集要頌
經•12 正道品》有四首與此相關的偈頌，分別為觀諸行「無常、苦、空、
無我」，19（《出曜經》〈13 道品〉也是如此）：20
一切行無常，如慧所觀察，若能覺此苦，行道淨其迹。
一切諸行苦，如慧之所見，若能覺此苦，行道淨其迹。
一切諸行空，如慧之所見，若能覺此苦，行道淨其迹。
一切法無我，如慧之所見，若能覺此苦，行道淨其迹。
與梵文《法句經》〈12 道品〉的對應偈頌相符，次序也吻合：21
anityān sarvasaṃskārān prajñayā paśyate yadā;
atha nirvidyate duhkhād eṣa mārgo viśuddhaye. |12, 5|
duhkhaṃ hi sarvasaṃskārān prajñayā paśyate yadā;
atha nirvidyate duhkhād eṣa mārgo viśuddhaye. |12, 6|
śunyataḥ sarvasaṃskārān prajñayā paśyate yadā;
atha nirvidyate duhkhād eṣa mārgo viśuddhaye. |12, 7|
sarvadharmā anātmānaḥ prajñayā paśyate yadā;
atha nirvidyate duhkhād eṣa mārgo viśuddhaye. |12, 8|

18

《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8, p. 497, c23。
《法集要頌經》，CBETA, T04, no. 213, p. 783, a26-b5。
20
《出曜經》：「一切行無常，如慧所觀見，若能覺此苦，行道淨其迹。……一切眾行
苦，如慧之所見，若能覺此苦，行道淨其迹。……一切眾行空，如慧之所見，若能覺此
苦 ， 行 道 淨 其 迹 。 …… 一 切 行 無 我 ， 如 慧 之 所 見 ， 若 能 覺 此 苦 ， 行 道 淨 其 迹 。 」
（CBETA, T04, no. 212, p. 682, b19-p. 683, a1）
21
Bernhard (1965: 193-19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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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有可能此處《法句經》為每兩首合併譯作一首。也就是說如
「甘博寫本」所顯示的，第一頌「生死非常苦」，「生死」為「saṅkhārā 諸
行」的對譯，22「非常」為「anityān 無常的」的對譯，「苦」為「duhkhaṃ
苦的」的對譯。第二頌「生死非身空」，「非身」為「anātmānaḥ 無我的」
的對譯，23「空」為「śunyataḥ 空的」的對譯。24
如果上述的推論是正確的話，今本呈現的「生死非常空」可能因上文
「生死非常苦」而抄寫訛誤，是一種校勘學所謂的「涉上而訛」。

三、「慎言守意念」
〈28 道行品〉第 8 頌：
慎言守意念，身不善不行，
如是三行除，佛說是得道。25
第一句「慎言守意念」，「宋、元、明藏」與《磧砂藏》作「慎言守意
正」，「甘博寫本」、《大正藏》與《趙城金藏》作「慎言守意念」。
依巴利《法句經》281 頌：
vācānurakkhī manasā susaṃvuto, kāyena ca nākusalaṃ kayirā;

22

在 2013 年 10 月 18-19 日法鼓佛教學院主辦的「長阿含經國際研討會」上，辛島靜志評論
筆者的論文時指出〈28 道行品〉：「生死非常苦。」可能是「梵、巴 saṅkhāra, saṃkhāra
（行）在犍陀羅語會轉寫成 saṃsāra，有 kh/s/ṣ 混淆的現象，因而導致譯成『生死（輪
迴）』」。筆者認為，這也就是造成此品兩譯並存的可能原因。一譯將其譯成「生
死」，另一譯則譯為「眾行」。安世高的譯文將「saṅkhāra 諸行」譯作「生死」，《長
阿含十報法經》：「知五陰增減見行，若是色，若是色習，若從是色得滅，是痛痒、思
想、生死、識，是識，是從是識得度。」（CBETA, T01, no. 13, p. 237, a19-21）
23
古譯將「無我」譯作「非身」，如《佛般泥洹經》卷 2：「爾等當念非常、苦、空、非身
之諦。」（CBETA, T01, no. 5, p. 172, c21-22）。《法句經》卷 2〈28 道行品〉：「眾行
非身，是為慧見，罷厭世苦，從是道除。」（CBETA, T04, no. 210, p. 569, b22-24）。
《增壹阿含•23.2 經》：「思惟非常、苦、空、非身。」（CBETA, T02, no. 125, p. 611,
c7）。
24
T210《法句經》有將多首偈頌合併譯作一首的譯例，如《法句經》卷 2〈29 廣衍品〉第
8 頌：「為佛弟子，常寤自覺，晝夜念佛，惟法思眾。」（CBETA, T04, no. 210, p. 569,
c20-21）。巴利《法句經》的對應偈頌為 296, 297, 298 等三首偈頌，是將佛、法、僧各
自獨立成為一頌。漢譯《法句經》似乎是將三首合併譯作一頌。
25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9, b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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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 tayo kammapathe visodhaye, ārādhaye maggamisippaveditaṃ.
筆者譯為：「應慎言且守護自己的意念，勿作任何不善行，應三業清
淨，能達仙人所說示之道。」
巴利 281 頌「manasā susaṃvuto 善防護意念」，並未出現「正」字，因
此，「甘博寫本」作「慎言守意念」，與巴利 281 頌呼應，較有可能是翻譯
的原本用字。

四、「根在猶畏生」
〈28 道行品〉第 9 頌：
斷樹無伐本，根在猶復生，
除根乃無樹，比丘得泥洹。26
「甘博寫本」作：
斷樹無伐木，根在猶畏生，
除根乃無樹，比丘得泥洹。
「宋、元藏」第一句作「斷樹無伐木」，與「甘博寫本」相同。「甘博
寫本」第二句「根在猶畏生」的「畏」字，為存世各漢譯《法句經》版本所
未見的「異讀」。
對應的巴利《法句經》283 頌（位於〈道品〉）：
vanaṃ chindatha mā rukkhaṃ, vanato jāyate bhayaṃ;
chetvā vanañca vanathañca, nibbanā hotha bhikkhavo.
對應的梵文《法句經》則位於〈18 花品〉第 3 頌：
vanaṃ chindata mā vṛkṣaṃ vanād vai jāyate bhayam;
chittvā vanaṃ samūlaṃ tu nirvaṇā bhavata bhikṣavaḥ. |18, 3|
此首巴利偈頌為「雙關語」，字面的意思是「要砍伐整座樹林，而不是
只砍一棵樹；從樹林產生恐懼；砍了樹林與樹叢之後，比丘！不要有樹

26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9, b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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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但是另有一層意思為「要砍伐欲望叢林，而不是只砍一棵樹，從欲望
叢林產生恐懼；斬斷欲林與欲望之後，比丘！（此）為涅槃！」27
《出曜經》有此偈頌的註解位於〈19 華品〉，而非〈13 道品〉：
斷林勿斷樹，林中多生懼，
斷林滅林名，無林謂比丘。28
《法集要頌經》的對應偈頌也與《出曜經》同樣在〈18 華喻品〉：
截林勿截樹，因林生怖畏，
截林而滅已，苾芻得圓寂。29
在此可以看出，《出曜經》與《法集要頌經》第二句的翻譯都有「懼、
怖畏」，呼應梵、巴「bhaya 害怕、怖畏」的字義。
因此，「甘博寫本」第二句「根在猶畏生」的「畏」字有其道理，而此
又是各版《法句經》所未呈現的異讀。

參、〈泥洹品〉的異讀
今本《法句經》的〈泥洹品〉為第 36 品，「甘博寫本」則標為「泥洹
品第卅九 卅有五章」。《大正藏》、《磧砂藏》與《趙城金藏》此品均作
「三十有六章」。30部分「異讀」探討如下：

一、「捨家不犯彼」

27

Dhp 283: “vanaṃ chindatha mā rukkhaṃ, vanato jāyate bhayaṃ; chetvā vanañca vanathañca,
nibbanā hotha bhikkhavo.”「沒有樹林的 nibbanā（沒有欲望的）」讀音與「涅槃 nibbāna」
近似。
28
《出曜經》〈19 華品〉：「『斷林勿斷樹，林中多生懼，斷林滅林名，無林謂比丘。』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無央數眾說法，前後圍繞。時有一人，信心堅
固，捨家妻子捐棄六親，出家學道求為沙門。爾時彼人在大眾中，心念宿舊五欲自娛，
憶女顏貌如現目前，陰便動起；心懷慚愧，即詣靜處以刀斷之，血流溢出迷悶不自覺
知。爾時世尊告大眾曰：『汝等觀此愚人，應獲而不獲，不斷而便斷之。夫欲斷者，當
斷結使諸縛，何乃斷此形相？』」（CBETA, T04, no. 212, p. 708, c17-27）。《出曜經》
上文，似乎是將斷除欲念比擬為「斷林」，將故事中比丘自我閹割比擬為「斷樹」。
29
《法集要頌經》，CBETA, T04, no. 213, p. 786, a6-7。
30
請參考網址：http://yifert210.blogspot.tw/2013/12/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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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泥洹品〉第 1 頌：
忍為最自守，泥洹佛稱上，
捨家不犯戒，息心無所害。31
「甘博寫本」作：
忍為最自守，泥洹佛稱上，
捨家不犯彼，息心无所害。
差異為：第三句「捨家不犯戒」，「甘博寫本」作「捨家不犯彼」。此
處「彼」字，為存世各漢譯《法句經》版本所未見的「異讀」。
這首偈頌其實是 T210《法句經》的「重譯偈頌」之一，32另一首偈頌位
於〈22 述佛品〉：
觀行忍第一，佛說泥洹最，
捨罪作沙門，無嬈害於彼。33
此兩首偈頌的對應偈頌如＜表 2＞，從＜表 2＞可以看出，前兩句大抵
相同，第四句「息心無所害」有些偈頌翻譯為「（不以）害彼為沙門」、
「（不以）害他為沙門」。34第三句「捨家不犯戒」差異較大，檢視巴利對
應偈頌第三句「na hi pabbajito parūpaghātī」與梵文對應偈頌第三句「na hi
pravrajitaḥ paropatāpī 」 ， 「 捨 家 」 相 當 於 「 pabbajito 」 （ 巴 ） 、
「pravrajitaḥ」（梵）。
「na parūpaghātī」（巴）、「na paropatāpī」（梵）翻譯作「不犯彼」
要比「不犯戒」更為適當，所以「甘博寫本」的異讀顯得有其道理。
《出曜經》〈27 泥洹品〉：
忍辱為第一，佛說泥洹最，
不以懷煩熱，害彼為沙門。35

31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3, a25-26。
請參考蘇錦坤（2014b）。
33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7, a25-26。
34
請參考蘇錦坤（2013: 142-143）：漢譯經文另有「息心」一詞，一為「止息其心、寂靜
其心」之意，一為「沙門 samaṇa」的古譯。
35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731, a4-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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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集要頌經》〈26 圓寂品〉：
忍辱第一道，佛說圓寂最，
不以懷煩熱，害彼為沙門。36
對應偈頌為：
巴利《法句經》184 頌：37
khantī paramaṃ tapo titikkhā, nibbānaṃ paramaṃ vadanti buddhā;
na hi pabbajito parūpaghātī samaṇo hoti paraṃ viheṭhayanto.
筆者譯為：「忍辱與寬恕是最高的苦行，佛說涅槃是最上的境界，出家
者不殺傷他人，侵害別人者即不是沙門。」
梵文《法句經》26.2 頌（564 頌）：38
kṣāntiḥ paramaṃ tapas titīkṣā nirvāṇaṃ paramaṃ vadanti buddhāḥ;
na hi pravrajitaḥ paropatāpī śramaṇo bhavati paraṃ viheṭhayan vai.
＜表 2＞
版本與經名
T210《法句經》〈22 述佛品〉
T210《法句經》〈36 泥洹品〉
「甘博寫本」〈39 泥洹品〉
敦煌寫卷 P2381〈22 述佛品〉
《出曜經》〈27 泥洹品〉
《法集要頌經》〈26 圓寂品〉
梵文《法句經》
〈26 nirvāṇavargaḥ 道品〉

36

偈頌
觀行忍第一，佛說泥洹最，
捨罪作沙門，無嬈害於彼。
忍為最自守，泥洹佛稱上，
捨家不犯戒，息心無所害。
忍為最自守，泥洹佛稱上，
捨家不犯彼，息心无所害。
觀行忍第一，佛說泥洹最，
捨罪作沙門，无嬈害於彼。
忍辱為第一，佛說泥洹最，
不以懷煩熱，害彼為沙門。
忍辱第一道，佛說圓寂最，
不以懷煩熱，害彼為沙門。
kṣāntiḥ paramaṃ tapas titīkṣā nirvāṇaṃ paramaṃ
vadanti buddhāḥ; na hi pravrajitaḥ paropatāpī
śramaṇo bhavati paraṃ viheṭhayan vai.

《法集要頌經》，CBETA, T04, no. 213, p. 790, b18-19。
中文翻譯為筆者參考 Norman (1995: 52)所譯。
38
Bernhard (1965: 31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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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法句經》〈14 Buddha 佛 Khantī paramaṃ tapo titikkhā, nibbānaṃ paramaṃ
vadanti buddhā; Na hi pabbajito parūpaghātī samaṇo
陀品〉
hoti paraṃ viheṭhayanto.
「忍辱為第一，佛說涅槃最，不以除鬚髮，害他
《長阿含 1 經》
為沙門。」（CBETA, T01, no. 1, p. 10, a26-27）
「忍辱為第一，佛說無為最，不以剃鬚髮，害他為
《增壹阿含 48.2 經》
沙門。』」（CBETA, T02, no. 125, p. 786, c12-13）
「忍辱第一義，佛說涅槃最，出家惱他人，不名
《解脫戒經》
為沙門。」（CBETA, T24, no. 1460, p. 659, b910）

二、「厚為最友」
〈36 泥洹品〉第 2 頌：
無病最利，知足最富，
厚為最友，泥洹最快。39
「元、明藏」與《磧砂藏》作「序為最友」，《大正藏》、《趙城金
藏》與「甘博寫本」作「厚為最友」。

三、「泥洹最安」
〈36 泥洹品〉第 4 頌：
少往善道，趣惡道多，
如諦知此，泥洹最安。40
第四句「泥洹最安」，「宋、元、明藏」與《磧砂藏》作「泥洹最
樂」，「甘博寫本」、《大正藏》與《趙城金藏》作「泥洹最安」。

四、「无住无所懸」
〈36 泥洹品〉第 20 頌：

39
40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3, a27-28。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3, a29-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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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想不想入，無今世後世，
亦無日月想，無往無所懸。41
「甘博寫本」作：
无想不想入，无今世後世，
亦无日月想，无住无所懸。
差異為：第四句「無往」，「甘博寫本」作「无住」。此處「住」字，
為存世各漢譯《法句經》版本所未見的「異讀」。

五、「遘遇无所猗」
〈36 泥洹品〉第 24 頌：
斷有之射箭，遘愚無所猗，
是為第一快，此道寂無上。42
「甘博寫本」作：
斷有之射箭，遘遇无所猗，
是為第一快，此道寂无上。
差異為：第二句「遘愚無所猗」，「甘博寫本」作「遘遇无所猗」。此
處「遇」字，為存世各漢譯《法句經》版本所未見的「異讀」，筆者尚無可
資參考的資料判定「遘遇」、「遘愚」何者較為「恰當」。43

六、「滅惡極苦際」
〈36 泥洹品〉第 31 頌：
道務先遠欲，早服佛教戒，
滅惡極惡際，易如鳥逝空。44

41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3, b29-c2。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3, c6-8。
43
此首偈頌似為對應偈頌，但是亦不足以作為判斷標準，《阿毘達磨發智論》：「永拔有
箭故，彼住後邊身，此是最究竟，無上寂靜迹。」（CBETA, T26, no. 1544, p. 924, a1618）
44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3, c20-2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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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博寫本」作：
道務先遠欲，早服佛教戒，
滅惡極苦際，易如鳥逝空。
差異為：第三句「滅惡極惡際」，「甘博寫本」作「滅惡極苦際」。此
處「苦」字，為存世各漢譯《法句經》版本所未見的「異讀」。

肆、「甘博寫本」的用字
「甘博寫本」的有些用字與《大正藏》、《磧砂藏》或「宋、元、明
藏」不同，有些可以歸為通假字，有些則應該算是「甘博寫本」的「訛」
字。
例如：「無」字，「甘博寫本」一律寫作「无」；「但當『勤』行
道」，45「勤」字寫作「仂」；「從因『墮』惡」，「墮」字寫作「隋」；
「『駛』流澍于海」， 46 「駛」字寫作「使」；「雖勝『猶』復苦」 47 ，
「猶」字寫作「由」；這些應屬通假字。
其他如：「如水湍『驟』」， 48 「驟」字「甘博寫本」寫作「聚」；
「施『燈』必得眼」，「錠」字寫作「[食*定]」；「莫如愚『覆』淵」，49
「覆」字寫作「寢」；「少『往』善道」，50「往」字寫作「住」；「行忍
如門『閾』」，51「閾」字寫作「棫」。這些應屬「訛字」。
另有一些字體不夠「規範」，如〈道行品〉第三頌「我已開正道」的
「道」字，「甘博寫本」的寫法是在「道」之下多一形體較小的「木」，與
第一頌「八直最上道」的「道」字不同；〈道行品〉第六頌第三句：「與墮
無瞻聚」，「甘博寫本」此一「墮」字下方的「土」寫作「小」，而且
「墮」字右上角的「左」有「工」這三筆未寫出。
45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9, a27。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9, b28。
47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3, a29。
48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9, b14。
49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9, a27。
50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3, a29。《法句經》卷 2〈36 泥洹品〉：「無往無
所懸。」（CBETA, T04, no. 210, p. 573, c1），「往」字，「甘博寫本」作「往」字，此
處筆者無法抉擇孰是孰非。
51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3, c8。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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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博寫本」還有一些「乙倒字」，其中有一部分附上「乙倒符號」，
也有些「乙倒字」未附此符號。
以上顯示，「甘博寫本」並非「最佳」版本，仍須斟酌取捨「異讀」。

伍、結語：「甘博寫本」的特點與議題
「甘博寫本」的部分異讀與現今存世的各雕版《法句經》的用字不同，
但是與《出曜經》、《法集要頌經》的對應偈頌呼應，甚至與梵、巴《法句
經》的偈意相符；另外，在各版之間的異讀，「甘博寫本」的用字有時與
《磧砂藏》、「宋、元、明藏」相同，有時卻與《高麗藏》、《趙城金藏》
的用字相同。這些異讀請參考＜表 3＞。
如＜表 3＞所顯示，即使有人能依據《思溪藏》、《崇寧藏》、《高麗
藏》，《磧砂藏》，《趙城金藏》的「祖本」或「刻本」來抄寫，也無法抄
出此一「甘博寫本」。52如果此一寫卷確實出自敦煌、吐魯番地區，53在此
戰事紛繁、交通阻隔、經卷短缺的敦煌（沙洲）地區，若不是根據古版寫本
抄寫，要「向壁虛造」而得出此一寫本，幾乎是全無可能。因此，此一寫本
不可能憑空捏造、也不可能揉合各版而成，它必有所本，而且據以抄寫的
「祖本」與各版《法句經》不同，應該是一個今所未見的「版本」。所以，
應該可以將「甘博寫本」將作 T210《法句經》的「校本」。
當然，「甘博寫本」不會是「最佳的」版本，其中有些通假字、「訛
寫」已在上一節〈「甘博寫本」的用字〉討論過了。這種類型的傳抄錯誤，
甚至誤譯，可以經由跨語言版本的《法句經》比較研究，來進行校勘訂正，
這樣的校正並非只有以「他本」來訂正漢譯經典，漢譯經典也可以更正或補
充「他本」，或者對某一難解的字詞提供早期佛教的解讀；所以實際上兩者
是相輔相成，得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效果。54
關於「甘博寫本」與「法藏 P2381」之間的關係，雖然前者只抄錄〈28
道行品〉與〈36 泥洹品〉，後者則抄錄從〈1 無常品〉到〈22 述佛品〉等
22 品，內容並無重複；但是兩者同樣有界行，每行劃線分成四欄。一首偈
52

筆者所知的《房山石經》所收的《法句經》，是與敦煌寫本《法句經》（T2901）相近的
版本，此為疑偽版本，與本文的討論範圍無關。
53
此一「甘博寫本」的來源不詳。
54
此類互相校勘的成果，可以參考無著比丘（2007a, b, c），溫宗堃、蘇錦坤（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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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抄錄一行，四句偈則每句一欄，六句偈則兩句一組，各組之間有小間距；
第一組位於第一欄與第二欄上半；第二組位於第二欄下半與第三欄上半；第
三組位於第三欄上半與第四欄。筆者以為，前者將「小序」抄作兩行，後者
則抄作一行。前者「墮」字抄寫為「隋/小」、「隋」，字中的「左」缺
「工」這三劃，後者則寫作「隋」，字中的「左」有「工」這三筆。前者字
體中的「捺」，收筆渾圓，後者收筆如「永字八法」的「捺」而收筆時筆鋒
微微挑起。不過，筆者不是鑑賞專家，此一「書法、字樣」的議題已有紀韋
彤〈《甘博 001（法句經下）》字樣研究〉進行探討，55進一步的字樣判定
與紙質斷代仍待專家進一步剖析。
「甘博寫本」留下較大的議題是，抄錄〈28 道行品〉為「道行品法句
經第卅八」，〈36 泥洹品〉為「泥洹品法句經第卅九」；這是否代表《法
句經》曾有一版本分品與今本不同，還是另有緣由，這已超過筆者的學力，
期待能有教界長老或學界先進解答此一問題。
＜表 3＞
異讀
是 道 「 无 有
異」
力行滅「眾」
苦
根在猶「畏」
生
生死非「身」
空
捨 家 不 犯
「彼」
无「住」无所
懸
遘「遇」無所
猗
滅惡極「苦」
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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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版本

差異的版本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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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各本作「是道『無
復畏』」
各本作「力行滅
『邪』苦」
各本作「根在猶
『復』生」
各本作「生死非
『常』空」
各本作「捨家不犯
『戒』」
各本作「無『往』
無所懸」
各本作「遘『愚』
無所猗」
各本作「滅惡極
『惡』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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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藏》，
施 燈 必 得
《高麗藏》，
「眼」
《趙城金藏》
《大正藏》，
慎 言 守 意
《高麗藏》，
「念」
《趙城金藏》
「宋、元藏」，
斷 樹 無 伐 《高麗藏》，
「木」
《趙城金藏》，
《磧砂藏》

「宋
藏」
藏》
「宋
藏」
藏》

、元、明
， 《 磧 砂 施燈必得「明」
、元、明
差異為「慎言守意
，《磧砂
『正』

《大正藏》

泥洹最「安」

法歸「其報」

差異為「斷樹無伐
『本』」
《大正藏》與《高
麗藏》作「駛流澍
于海」，《趙城金
藏》作「使流澍于
海」，「宋、元、
明藏」與《磧砂
藏》作「駃流注于
海」

「 使 」 流
「注」于海」

「厚」為最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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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藏》
《高麗藏》
《趙城金藏》
《大正藏》
《高麗藏》
《趙城金藏》
《大正藏》
《高麗藏》
《趙城金藏》

，
「 元 、 明 藏 」 ， 差異為「『序』為
，
《磧砂藏》
最友」
， 「宋
， 藏」
藏》
， 「宋
， 藏」
藏》

、元、明
差異為「泥洹最
，《磧砂
『樂』」
、元、明
差異為「法歸『分
，《磧砂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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