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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簡介--  

       悉曇字母韻紐、聲韻、音聲之運用 (之 4) 

       (本篇文章為張玄祥居士所撰，未經同意，請勿引用轉載，以免犯戒。)   

 

六、梵字字母連聲解密(續) 

(四)、五句音聲相生、相剋發音舉例： 

1.前言 

  梵字五句相生字詞時，其字數量會是很多，記載很長、好幾頁次。而當連

字音相剋時，字數就很少，稀少的字大概都是植物科別、動物種別、星相學、文學、

史詩類等才會用得到，這些古名詞因年代久遠，其人類道德水準高，舌頭靈活，讀

起困難發音都能無所礙，這是末法時期的我們所不能及的。 

另佛、菩薩名，諸聖、諸天名，或聖河、聖山等，更是會用到悉曇生字十八章

中的第十五章大空音，此音讀法於悉曇語音中佔極重要地位，悉曇中所謂「麁顯耎

密」音中，大空音屬於柔耎聲音，唸到時定會轉慢、轉柔軟，這是悉曇讀法的特色，

如真言(曼怛羅、曼荼羅)亙 mantra，聖河─恆河(殑伽河)是丫忉ga{ga，阿毘三佛

狣石屹岉湀abhisambuddha，阿畚荼國狣向刡avanda，…。密者是隱密不唸者，涅

槃音有兩類，一者九遍口音皆是，如兆、匈、各、地、妃、尖、戍、有、江等，這

是屬於麁顯；二者是密隱之合字，如屹楠sarva、丫慌garbhe，前一詞中rva即是九

遍口涅槃音，屬「阿勒嚩」之聲，後一詞rbhe，bha、bhe是五句字母涅槃聲，此二

合字r字母隱藏不唸，但持誦者要觀想及rva即有涅槃義，意即遠塵離垢、離言說相。

或者五句中rbhe，是為遠塵離垢，遠離一切生滅法，求一切有為生滅法，卻知諸法

是無所生滅之涅槃道裡。 

 大家要學好悉曇咒語，就不能只學巴利文，用巴利文唸不出悉曇秘密音，尤其

南傳經典用巴利文記錄，因南傳小乘求當世證解脫，不能持一句咒、百句咒、千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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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持咒者能解脫是無有是處，世尊於《阿含經》中如是說。但大家也不能僅學梵

文，除要好好學梵文外，還要學習種種佛菩薩語言─悉曇之音聲，即是用真正悉曇

發音，這包括於男聲、女聲、不男不女聲、喉部聲、舌部聲、唇部聲、大空音、涅

槃音、借他音聲成自聲、…，若遇到抝舌之音，還要依古德所述轉音，這樣持誦起

咒語來，就能體知此咒是有不一樣的效果。 

一個修雜密行者或純密行者，於修持本尊法時，該唸菩薩名、明王名、諸天名、…

等等，都唸得不對音聲，可以想像是多危險的事，因本尊菩薩是不會來，但鬼神可

能引來一大堆，若是正護法神還好，若是來者非善類，那可就麻煩多多，執取有為

相者、或喜愛顯出異相者更是危險，這是不學悉曇持誦者之缺失。以下將舉各大空

音及涅槃聲之菩薩等名之字詞，提出供大家參閱。 

 

舉例而言，諸多菩薩名中都含有大空音， 

(1)如文殊師利菩薩(曼殊師利)亙奷冒ma#ju0rī， 

(2)普賢菩薩(三曼多跋陀羅)samantabhadra， 

(3)破地獄觀音(那囉謹墀)左先七吜n2rak1ndhi， 

(4)青頸觀音(抳羅健詑)布匡一朸n1laka56ha， 

(5)水月觀音(耽迦師利)出丱冒t2{ka0r1(又稱大水吉祥菩薩叨一冒Daka-śrī)， 

(6)白衣觀音(伴陀羅縛字尼)扒刡先名帆布pāndaravāsinī， 

(7)虛空藏菩薩（誐誐曩彥惹）丫丫巧丫奼gagana-gañja， 

(8)準提菩薩(準提、准泥)丐匉Cundī， 

(9)軍荼利明王(軍荼利)收汔危Kundalī， 

(10)大威德明王(閻曼德迦)伏交阢一yam2ntaka， 

(11)歡喜天(難提自在天)巧劮了袂先Nandikeśv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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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名中含有涅槃音者，如： 

(1)地藏菩薩(乞叉底蘗婆) 朱凸丫想K=itigarbha， 

(2)虛空藏菩薩（阿迦捨蘗婆）玅乙在丫想2kā0a-garbha， 

(3)日光菩薩式搏盲矛Sūrya-prabha， 

(4)月光菩薩弋 盲矛Candra-prabha， 

(5)大隨求菩薩(摩訶鉢羅底薩落)亙扣盲凸州匈Mahā-pratisārah， 

(6)大輪明王(大輪金剛)亙扣弋咒Mahā-cakra， 

(7)隨心金剛(雞利繫羅、吉利枳羅)向忝了印丁各Vajra-kelikilah， 

(8)大梵天(摩訶梵、梵摩三鉢)亙扣肴紱只向Mahā brahmā-deva， 

 

菩薩名稱中有大空音與涅槃音者，有如： 

(1) 普賢菩薩(三曼多跋陀羅)samantabhadra， 

(2) 意輪觀音菩薩(振多摩尼)才阤亙仗弋咒cint2ma5icakra， 

(3) 月光菩薩弋 盲矛Candra-prabha， 

(4) 除蓋障菩薩屹楠布向先仕合庉 sarvanīvaranavi- =kambhin， 

(5) 帝釋天(釋迦提桓因陀羅) 在咒只名 珌 Śakra Devānām-indra， 

(6) 梵天王(梵天王、梵天、梵王、大梵)肴紱屹巧 只向brahmā sana{kumāra， 

(7) 世主天、娑婆世界主（梵摩三鉢）肴紱屹扣囧凸 Brahmā sahā3pati）。 

(註：上述有標示紅字者，即是大空音或涅槃音，或兩者都俱有者。) 

 



 

法爾禪修中心                                                     http://www.dharmazen.org 
 

4

由上所述，若您已注意到前數節文中，曾提到五句大空音有三種唸法(喉音、舌

音、唇音，要唸盎(ㄤ)n•、安 an、唵 a3)，懂得此悉曇密意，就可以體會菩薩等名

稱中，若有遇大空音時，即會於發音中稍微停頓一下，此一停頓發聲中，其音聲即

會顯示柔軟，這也就是悉曇「麁顯耎密」發聲中之密意。 

 

再談古德智慧高、道德超日月，故其發音時舌頭順溜，再難的語言字母組合，

都不會有發音滯礙等情事發生，就像梵天之聖天眾，其用字遣詞不僅流傳人間的一

萬三千八百七十二個字(悉曇十八章)，其實梵天使用字數雖不能及諸佛、菩薩之智

慧所能說者，也是遠遠超過人世間梵文所用。尤其是末法時期的眾生，舌根遲鈍，

所用語言就一直在退化，就以梵文與巴利文來作比較，巴利文更是簡略得可以，這

代表人類智慧、能力的退化過程。現舉數例來說明巴利文退化之事實，契經梵語 

sūtra、巴利語 sutta，此詞 tara 二音轉發 ta 一音；夢梵語是 svapna，巴利語 supina，

sva 本讀 suva 二音，巴利文被簡成 su 一音，另 pana、pina 音節數算相等；善覺

王梵名 Suprabuddha，巴利名 Suppabuddha， supara 本是三音簡略成 supa 二音；

阿說示尊者梵名 Aśvajit，巴利名 Assaji，前者讀音為 a0uvajit，甚合於古翻漢音阿

說示，巴利文改成 Assaji 漢字可用”阿薩示”，此已減少一音；又阿毘達磨梵語

abhidharma，巴利語  abhidhamma，巴利文已看不出有涅槃字母隱藏(rma→

mma)，…等等，簡化之情形已不勝枚舉。 

進而言之，巴利文 0a、=a、sa 等三字母音已全改成一 sa 音，有些書雖不是完

全省略 0a、=a，但也是少有用到 0a、=a，此等音存在已不多了。下面開始介紹梵

文連詞之相生、相剋道理，是以中國五音(宮商角徵羽)與印土五句相生剋來說明梵

文字母連成詞句之多寡。 

 

2.五句生字舉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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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ka 字母音相生音聲 

(1)迦一 ka 字門：「從宮而商張」，亦即從迦一 ka 字門(宮)後接遮弋 ca 字門(商)

時，而其音聲成「張」音之勢，口張發音聲則順暢無阻。大家應當要特別注意下舉

例！若是相生之音，不必加上長音來轉音，乙弋 k2ca、丸介 g2ja 之 k2、 g2 有長

音是具有另外的意思，不是因為相剋之音才延長母音或轉音。舉例如下詞句： 

➀女聲接女聲音：如 kaca 為毛髮、綿、生絹或疤痕，akaca 無毛，anekacara

社交、群居，arkacandana 紅色散沙，avikaca 如花之開合，ekacak=us 單眼，

kaca{gala 海洋、自由市場，k2camala 如眼不潔分泌物，kanak2cala 金山， k2ca

為玻璃、琉璃，kaccha 是腹脇，krakaca 鋸子、似鋸樂器；發一弋 kaca 聲時，嘴

巴最後會張得大開，是為開「張」之勢。Kanyak2chala 誘騙少女，mallik2chad 光

影、月影，几 khac 是有向外、向前來，純化、興起因由、…之意。0a{khacar1

額前帶飾物，0ikh2cala 為求、給予，khacara、khac2rin 意為在空中活動、飛翔。

-khacha-無此字詞。 

➁女聲接男聲音：如一介 kaja 為百脈根屬植物，如蓮、荷、藕等，也是由水製

成的產物。anekaja 出生多頭(如鳥)，audakaja 來自水中植物，ekajanman 生來有

名望，k=2rakaj2ta 花開得誘人，pa{kaja 泥中生長的蓮花，02kajambu 一個地名。

發一介 kaja 音時嘴巴最後會張得大開，是為開「張」之勢。khaja 活躍、激動、攪

乳，khajapa 酥油、乳脂油，du`khaj2ta 承受痛苦，mukhaja 口中產生之物，

0a{khaja 貝殼所生之珍珠。-kajha-、-khajha-無此字詞。 

➂男聲接男聲音：如丫介 gaja，意為象，或身體臃腫笨重的人，agaja 山中、

或樹所產之物，a{gaja 上帝之愛，丸介 g2ja 意為大批的象群，b2lagaja 年壯大象

ga{g2jala 恆河聖水供誓言用，gajapu=p1 盛開的華，gajavara 耆那教勝選的象，

pi{gaja6a 有 黃 色 頭 髮 的 ， pi0a{gaja6a 有 紅 色 頭 髮 的 ， va{gaja 黃 銅 色 。

jhagajhag12ya，光輝、閃光。發丫介 gaja、丸介 g2ja、丫刈 gajha 音時，嘴巴最

後會張得大開，是為開「張」之勢。d1rghaja{gala一種魚名(bha{g2na)，d1rghaja{gha

長腿駱駝，meghaj2 大珍珠，meghaj2la 厚的雲層。另-ghajha-無此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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➃男聲接女聲音：adiyog2c2rya 首席瑜伽教師，asa{gac2rin 無障礙自由移動，

m4gacakra 黃道帶，n2gacampaka 祝聖用之美妙物，pi{gacak=us 黃眼者、蟹，

ra{g2c2rya 一個教師名，各式各樣的作者，yogacara 被神化的人物，yog2c2rya

哲瑜伽師，丫猌 gaccha 一種樹名或家族、種族。丫猌 gacchat 活力、活躍、快速

走、…。上各字發丫弋、丫云、丫猌 gaccha 音時嘴巴最後會張得大開，是為開「張」

之勢。-gacha-無此字詞。 

一 ka 字母音相剋音聲 

迦一 ka 字門後接字母音相剋時，則「宮遇角則失」，失者偏差失誤，失者迷蹤

失路之意。唯「角連宮而無」，一字門接巴字門，此等字組合會較少也，若要有更

多字，當要用後字母的韻母再轉音，如轉成 i、u、e、o 等等。惟字少者也是會有字，

以宮遇角則失為例。以角連宮而無，62ka 或 6akka 兩字之連發音後，聲則入無聲(無

尾聲)，兩個字詞都是吝嗇鬼(niggard)之意。 

 

➀女聲接女聲音：一巴 ka6a，意為轉折的麥管、供奉象的廟。乙巴 k26a 意為

深的井或洞穴。Abhinava02ka62yana 近代四輪乘車，akhe6ak26av1 一種狩獵說明，

al2b9ka6a 葫蘆底部，bha{g2ka6a 大麻的花粉，c2potka6a 金寶一屬，dharka6a 某

類教師，ik=u02ka6a 甘蔗園，itka6a 一種蘆葦；kha6a 痰，kakkha6a 硬的、堅固的、

珍愛的紅馬，kh26a 棺材，kha6aka 媒人。 

➁女聲接男聲音：aka7ama 一種鍊金術圖表，ka7a{ga 含酒精成分的甜酒，

ka7a3kara 各類桿徑，ka7aka 海鹽，ka7amba 商談終點或結果，一 ka7 意為困

惑、打擾、妨礙；使不安、使煩惱；弄亂。又如一毛 ka7a，此字佛教經典不用，但

梵文有其字，其意思更妙，英文解釋是為 dumb、mute；ignorant、stupid，是為闇

啞的、沉默的；或是被忽視的、愚蠢的、遲鈍的。kha7a 是為分開、界線、白乳脫脂的乳

油。kha7aka 是為螺栓；插銷、閂、栓住、沖出去、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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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句几毛一 kha7aka 可以說明「角連宮而無」，7aka 連發音後，聲則入無聲(無

尾聲)。 

➂男聲接男聲音：ga7 意為蒸餾，液體流動。ga7aka 是一種金魚，ga7a 銀幕、

被覆、欄柵，g27ava 烏雲密佈，ga7ayanta 烏雲密佈、被覆，laga7a 美麗、英俊，

ci{ga7a 一種蝦子、妨礙、行政區域等意，laga72c2rya 天文學教授，niga7a 大象

金屬腳鏈、動物鼻栓物品，niga7ana 枷鎖，payoga7a 水滴、歡呼、一個島，viniga7a

擺脫枷鎖。anug27ha 鑽進、滲入、沉迷，g27ha 非常重要、非常精緻的、跳水、

深潛、洗澡、擠壓，g27h2li{gana 近距圍繞，prag27ha 雙式直插式封裝，sam2g27ha

強烈、激烈，udg27ha 流過、過分、極端，vig27ha 滲入、進入。megha7ambara

雷電、雷鳴(gha7a 僅此一字)，-gha7ha-無此字詞。 

➃男聲接女聲音：發音有困難故，無此等字。Arga6a 詩人氣質，garg26a 一種

魚，kha7ga6a 一種蘆葦，praga6a(praka6a 變來)聲明、公家的，sthala04{g26aka 一

種植物，trya{ga6a 一種洗眼劑、棒末端綁物之繩線，ucci{ga6a 多情的、易怒的，

此類詞僅此數字，且與動植物名稱或特殊品關，還具有大空音轉聲。 

 

弋 ca 字母音相生音聲 

 

(2)遮弋 ca 字門：從「商而羽聚」，意即遮弋 ca 字門(商)接跛扔 pa 字門(羽)，

其音則凝聚，聚者集合、會合，聚者堆積、蓄積之意。若遇第五句女聲音則外凝聚，

若遇第五句男聲音則成內凝聚。舉例如下詞： 

➀女聲接女聲音：cap 意為愛撫、撫摸，c2pa 意為虹、胎空飛行工具。c2pa

是音發後口中凝聚而止，是謂外凝聚。capala 是有快速、震盪、病態、不體諒別人、

粗心，acapala 不振盪、穩重的，indrac2pa 屬 indra 的弓，kauc2p2ka 一種煎藥法，

kum2racapala 像小孩樣輕浮，n1capatha 下坡路，pa#capa#c20a 第五十五，

uccapada(ut-capada 連結)高職務、高階公務員，v2kcapala 閒聊、輕浮言說；



 

法爾禪修中心                                                     http://www.dharmazen.org 
 

8

amlapa#caphala 收集五種酸蔬果，kucaphala 石榴、ku#caphal2 葫蘆。 

➁女聲接男聲音：k2cabakayantra 沙漏之頂嘴，pa#cab2hu 五隨行人員，

pa#cabala 五股勢力，pi02cab2dh2 魔鬼屬地。Akutracabhaya 有安全保壘不怕，

k2cabh2jana 水晶杯容器，uccabh2=a5a(ut-cabh2=a5a 連結)大聲說話。Picchab25a

箭矢羽毛、鷹，pucchabandha 馬尾束帶。發音有困難故，此等字較少。 

➂男聲接男聲音：abjab2ndhava 太陽、蓮花之友，bhujabalin 耆那教之教師、

有力的臂，gajabandhana 綁大象的柱子，v2jabandhu 戰爭的聯盟，介用匠 jab2l2

有關婦女的，仄用印 j2b2li 古聖人的，異教徒之意。兩字的結尾匠 l2 、印 li 最後字

再用商音遍口字母聲連結。Abjabhava 有關婆羅門的，ajabhak=a 山羊食物，

bhe=ajabhak=a5a 服藥，r2j2bhara5a 王徽的標誌，v2jabharman 贏獎品、酬勞，

vrajabh2=2 於印度 Agra 及 Mathur2 地區流行的語言。-jhaba-及 jhabha-等無字詞。 

➃男聲接女聲音：ajapa 一群山羊，ajapada 山羊腳，jap、japa、japati 輕聲低

語、小聲抱怨，輕聲地禱告、祈禱；禱文(辭)；japaka 祈求、祈望，小聲地持咒。

japana、praj2pa 為輕聲地禱告。Dvijapati 月之主人，gajapati 象主，praj2pati 造

物主，p9j2pa66aka 光榮行為，ruj2paha 除痛、去病；bhujaphala 太陽系來的結果。

-jhapa-及-jhapha-無此字詞。 

 

弋 ca 字母音相剋音聲 

相反的，遮弋 ca 字門後接字母音相剋時「商遇徵而蕩」，蕩者搖動、擺動，蕩者

動亂不止之意。遮弋 ca 字門(商)接跛凹 ta 字門(徵)，聲音將逿起不穩。所以凹 ta 字

門(徵)後接迦一 ka 字門(宮)時，其音聲而成「住」音，所以此類字詞定有接後一字

母化解，不然其母音就要轉成長音來化解。 

➀女聲接女聲音：catat 隱藏自己，c2tana 離開，pa#cat2 五倍的，cat2 小船、

獨木舟。c2t2 意為單色無圖案、無裝飾的，裝飾、素色之意。弋出(上字例)、弓出

(下字例)發音後有振盪不止之勢。c2taka 字是布穀鳥(cucculus bird)之意，除用長



 

法爾禪修中心                                                     http://www.dharmazen.org 
 

9

音化解振盪之音外，再用迦字門(宮)來止住，不然音發後不牢靠也，所以弓凹接一

結尾。其弓凹振盪不止得用宮音(ka)來止住，因從徵而宮住，即多凹字門遇迦一字

門而住，所以 c2taka，弓凹發音後盪起，因用 ka 而能止住，文字、聲韻之妙用，

由此可見一斑。另 catacattu 靈魂、存在的、不存在的實體。前一字以長音化解振

蕩之音，後一字以自己音(商音)化解其振盪之聲。ch2ta 為瘦的、細長的、弱小、消

瘦的之意，本句也是以長音來化解振盪之氣。sacatha 友誼、幫助，tira0cath2 旁邊、

暗地裡，ucatha 詩歌、讚美，va#catha 欺騙、騙子，catha 連結字較少。 

➁女聲接男聲音： an1cadar0in 佛 名 ， p2#cada0a 一 個 月 的 第 十 五 天 ；

kavacadhara 在…之下，pa#cadh2 五部份、五方法，sa#c2dhara 有詩人氣質的。

此發音有困難故，字詞很少。 

➂男聲接男聲音：abj2da 天鵝、食蓮葉，aj2da 吃羊的人、好戰族祖先，bhuj2dala

欺騙，bhujada57aka 長臂支柱，jadag 是為兆頭，形式；外形；表格、形成、產生。

還有財產、所有物；房產，物業；性質、性能等義。此字發音起振盪後用宮音止住。

jadhana 後面部份的，後援部隊，人體後面臀部位置等義，b1jadh2nya 胡荽，

praj2dhara 支持創造，此等字發音振盪後用不男不女聲或遍口音止住。 

➃男聲接女聲音：j2ta 有出生的、產生的；天生的，十足的之意。abhij2ta 出

生貴族，aj2ta 不生、未生，apaj2ta 不健康的兒子，dhanaj2ta 財富增起，goj2ta

生從多星或生於世界中心，j2tabala 形成有力氣；yajatha 崇拜、祭品，j2tharya 胃

腸不健全、腹部病態的感染。以上句子大多以長韻母來化解，還是用長音來化解振

盪之聲音，後一字再加遍口角音 rya 來止聲振盪。其他-jhata-及 jatha-男聲音已不

接女聲音發音，查無此字詞了。 

 

巴 6a 字母音相生音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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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吒巴 6a 字門：「從角而徵柱」，亦即吒巴 6a (角)接多凹 ta 字門(徵)，其音則

如柱而堅住，柱者棟樑、中堅，柱者支撐、互相平行安住之意。顯示巴 6a 字門後接

凹 ta 字門(徵)，堅住不移聲之意。 

➀女聲接女聲音：abh1=6at2 渴望樣子，ace=6at2 昏暈無行動力，a=6ataya 是為

八物聚集，a0i=6at2 粗魯的，d4=6atas 是為所觀到事物，d4=6atva 能觀的世人，

dh4=6atama 非常膽大的，du=6at2 極惡的，i=6at2 願望、滿意，ja62ta{ka 溼婆神的

另稱號，k96at2 虛偽的，k96at2pasa 假禁欲行者，lampa6at2，lal26ata6a 額頭斜坡

處，mi=6at2 芬芳的 Naish；anu=6h2tavya 已完成，jye=6hat2ta 大伯父，ka56hata6a

頸部，bali=6hatama 最有力的，dharmi=6hat2 德行高操的。-6hatha-連結無此字詞。 

➁女聲接男聲音：，a=6adala 一連詞句，a=6a 是八數字，dala 是花辧，引伸為

八葉(瓣)蓮花。a=62da0a 第十八的，a=tādaśa─astan 為八，當前連接詞時 a 轉為

長音 astā；daśa 為十，合連詞字成 astādaśa 十八。a=6adh2tu 為八法界，a=6adv1pa

八中洲。du=6adamana 惡之調伏、一種詩文，a=6adh2 八倍，或分成八部份，a=6adh2tu

八種金屬合成，d4=6adharma 為見法、法受之義，ja62dh2rin 穿戴著捲髮之意，

karpa6adh2rin 乞丐、穿破爛衣物的，kir16adh2ra5a 頭戴權勢樣皇冠，lo=6adhara 貴

族擁有的，…等字。Ka56hadh2na 某種人，k2=6hadh2tr1phala 一種蔬果，o=6h2dhara

上唇或下唇，p4=6hadh2raka 負荷在背。 

➂男聲接男聲音：舉例來說，巴 6a 字門女聲音 62 (角)接多凹 ta 字門男聲音

da(徵)，7āda、7adha 等發音聲後有如柱而堅住。an2thapi57ada 施與貧困者，

a57adala 蛋殼，c972danta 護屋牆之塊木，da57ad2sa 奴隸，pi57ada 供奉祖先，

pi57ad2na 供佛菩薩等，pi57ad2t4 實行供養式；a57adhara 有關濕婆神的，

ca57adh2man 光 明 、 寂 靜 、 慈 悲 的 ， citra0ikha57adhara 穿 戴 各 式 頭 髮 ，

da57a7hakk2 葬儀所敲的鑼鼓，da57adh2raka 給予審判權，k257adh2ra 國家的，

kha57adh2r2 剪刀、剪斷、一種舞、一種流行音樂，sarvada57adhara 濕婆神處罰

每個人；d47hadhana 有確實的財富，d47hadhanvin 提供裝修的弓，…等等。 

➃男聲接女聲音：ca57at2 熱心、熱情、辛辣的，ca572taka 短期照顧，ca57at2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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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法令，da57at27ana 杖罰，era57ataila 調味油，ja7at2 僵硬、無覺，kha57at2

分割、分裂，pi572ta 香味、芳香，pi57ataila 香料、乳香，praca57at2 激烈的暴行，

sapi57at2 親屬關係，ta7ata7iti 暴裂；g27hatara、g27hataram 更緊密，m97hat2

困惑、迷亂，混淆。其他之字連結查無此字詞，如-7atha-、-7hatha-等無此字詞。 

巴 6a 字母音相剋音聲 

相反的「角遇商而違」，違者離開、離別，違者成距、成離之意，故違者有反

馳、有背離之意。亦即吒巴 6a (角)後接遮弋 ca 字門(商)音，其音則相違不實，所以

必須轉音或母音改成長音。 

➀女聲接女聲音：吒巴 6a (角)字門接遮弋 ca 字門(商)而違，照悉曇語音學而言，

違者離開、離別，違者成距、成離之意，故違者反、背之意，即是違背發音常理之

意。下列幾個詞都是以連結詞出現，雖是有違難唸，還是要連結，所以就只得將前

一字或後一字韻母變成長音，即能突破困局，能唸得出來。如：a=62cakra 八輪，

a=62catv2ri30a 第四十八，bha662c2rya 婆羅門偉大教師，0i=6ac2ra 歷史有名人物，

ucchi=6ac2572lin1 一個 Tantras 耆那教女神名；p16hacakra 有隨從戰車，0u56h2c2rya

偉大的導師，p4=6hacak=us 頭後有眼睛者，0u56h2c2rya 神聖導師等等詞，此等連

詞時不得不連結，唯一解決辦法是加長巴 6a 的長音變為幻 62 或是後字母音變長音。

但也有不拉長韻母的，如阿吒釐國梵名 A6ali ，li 為遍口接商音母音 i。ca6aca6a 火

燒爆裂聲，d4=6acara 以前見過，pa6acaura 偷衣物者，=a=6hacandra 皇帝貴族之人。 

➁女聲接男聲音：abhim4=6aja 生來精神不正常的，apak4=6aj2ti 低階級的人，

k16aja 昆蟲來的、絲、動物顏料，k4=6aja 耕耘、栽培，k96aja 一種樹，pa6o6aja 覃、

菇類，6ajan 有「一打」之意。-6ajha—6hajha-無字詞，一般字典沒有此些字等。 

➂男聲接男聲音：a57aja 卵生，citr257aja 雜色的鳥，ha77aja 骨髓、從骨頭

製的，ku57aja6hara 有腹的水壺，m4g257aj2 麝香，n1l257aja 一種鹿；adhy97haja

未婚生子，prau7hajalada 烏雲密佈。-7ajha-及-7hajha-發音有困難，無此等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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➃男 聲 接 女 聲 音 ： da57acakra 虛 構 的 武 器 ， dravi72c2rya 一 種 教 師 ，

laga72c2rya 星相學家；prau7h2c2ra 大膽、可信的行為，prau7hacaritan2man 早

年創業成功。-7acha-及-7hacha-發音有困難，無此等字詞。一般字典無有這些字。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