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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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密教簡介— 

咒語字句淺釋法與八轉聲語辭用例簡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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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悉曇要訣辯言」是為「悉曇要訣」之序言，語義中提示出悉曇古意已被更替

流傳，因時、因地方語而轉變、衰敗之無奈。總之目前密教之學人，如何維護悉曇

古音聲韻，是很重要的事，本文雖借常塔尊者之語義，闡述悉曇之失傳原由，但筆

者在意的是，在為悉曇咒語「聲明」、「八轉聲」等咒義上做一個引言，使初學者能

依梵語「八轉聲」來翻譯其淺顯咒義。此對於上師、阿闍黎是非常重要的，若一個

上師不懂一則咒語之咒義，如何教導後學，師父只傳其音，代代相傳，訛差既現，

末法時期學密者難免著魑魅、魍魎，還說是修密有成，是以先引此常塔尊者語重心

長之話語，當做引言。 

一舉無名沙門常塔尊者開示言義如下：咒語是一種聲明，也是用一種特殊音韻

發音的語言，此稱為悉曇。悉曇 siddh23 翻爲成就，悉駄 siddha、悉地 siddhi 亦

翻成就，依「轉聲法」而可以得知其正解，諸家梵章多就「業聲」標示此義，安其

標目。題名「悉曇羅率覩」(siddh23 rastu)翻為成就吉祥，悉曇者翻如前述意，羅

率覩 rastu 者原意為糧食、食品，就以佛教名相言，羅率覩 rastu 可引伸為資糧，也

就是成就吉祥之資糧。 

梵字字母之字體，從本以來諸已具義利、成就故，顯示異域地方之文字不同，

惟此例梵字者特殊地標示悉曇之殊義，嘆其悉曇之法徳，而爲令有緣眾生起仰信，

領會其悉曇梵字音義之深義。契經曰：「祕密主！我今觀諸佛國土，無不見此遍一切

處字門，諸如來無有不宣説者。菩薩住此字門，一切事業悉得成就。標章因由，實

在于此矣。」悉曇梵字成就一切文辭章句，故標爲悉曇，諸大師釋名大底如是，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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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義有淺深。悉曇梵字音義，淺則成就諸顯教義理，及世間多名相、字句、文辭；

深密義者則是成就微妙之章句，或曰大陀羅尼 dh2ra51 等，即是不空自在王家，不

空即有為法，大因陀羅輪(indra 最勝無上輪)微妙章句，皆得成就一切事業。 

若夫大眾能隨縁，依梵字字門以爲其心地，觀誦如儀、如法，得止心於一境性

中。行者若能安字輪於身，則所安布字門成，本有金剛字體，到此殊妙境界，法爾

隨縁無二無別。處此境地能遠離有空二法，超越三界業識，住大空位中。因空位自

性即不空故，住有為不作有為想、不作無為想；處無為境不作無為想、不作有為想，

此離言法性即是不空自在王，常恒三世，一切時間、處所，無不遍滿。此境界約法

而言之，法界體性智顯現，即依此空性顯示其影像，悟得諸佛內證本質，若能依字

門依義而行，何其遠之有也。凡密教儀軌中譯成悉地者，或出現譯成悉地成就，或

是成就悉地皆是今生能現證大乘、現證諸佛菩提、現覺本初不生等道理。悉曇字句

能開發金剛寶藏，能生在佛家、生悉地家等文句，若言生悉曇家、生眞言家等亦可

得也。 

又諸顯教所説初地初住、八地等得無生等，皆示證入阿狣 a 字門也，「聲明業」

者能入此行止故。諸有為法從「業聲」而呼悉曇，能、所如能相應時，就具聲説「悉

地 siddhi」出現等。悉地 siddhi 者約本有之法徳，則稱悉駄太子(Siddhārtha 悉達多

之 siddh2)，是體聲也。夫悉駄太子係「普賢」異名，普遍一切處賢最妙善，可知

「普賢」即能遍一切處等字門。悉駄 siddha 亦字門總名，「普賢」亦即是金剛手，

法身如來因菩薩東方尊也。世間太子稱東宮、稱春宮，時之始、方之始，皆以此爲

稱號。阿狣 a 字亦本初、本始義也，本初又具有末，如百萬數之數值，其第一爲所

依而成者也。又如三界諸法，皆由心爲其所依而生者，阿狣 a 字眞言王也，眞言心

也，諸義利成就如因陀羅輪(Indra)。釋迦羅(cakra)者，輪也，爲百福輪，即諸義利

成就義也，因無不滿瑕故。因位、果位，同是諸義利成就也。 

 

「聲明」一業殊盡親切，本自全部一如，惟密教家之學徒，鼻目漸分，各得取

部份以為密法，如此諸宗學道相尋自己所學而行矣，總是不能保全，是為憾事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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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悉曇先賢鈔主所發鳴、舉義之恩，後人不可不思。然有些後人改革梵語讀法，恐

是不可行也，此等之輩得慎思惟之。夫一切文辭者，以音聲爲體。五處音韻(一 ka、

弋 ca、巴 6a、凹 ta、扔 pa 等五處聲)、四聲(十五章大空聲、借他摩多聲、他音成

自聲、自音成他聲)、清濁(女聲音、男聲音、非男非女聲)等，古人之悉曇密義，今

已不見矣，則與世有變遷故致之耳，是有所謂之時韻。方土不相同及則俗習有異者，

是謂之土韻。土韻、時韻離古、離方地則固難論定矣。就是以東寺一家(係指日僧空

海大師於大同元年（806）自我國攜入日本之密法)者，乘前後文勢，從音韻流傳，

便讀誦爲其法，不必守字母清濁等古義，而且雖說是主之口傳徒之口，如此傳下來

者，不能說其間無有展轉產生訛謬者。現今欲有仿古之質，更無有他方法術。心覺

阿闍梨眞言集者，在悉曇咒語聲韻學中，素集、野澤兩流之讀本，以爲咒語聲韻大

成焉。 

常塔(筆者自稱)數十年來，探求其古本者，幸能得四五通。尚挍照之醍醐山等

藏書以爲梵文讀法之龜鏡(古文借鏡)，髣髴於古悉曇音韻再現者乎。他門之「聲明」

自從藏主意下時，既一再軌變矣，未復再與古相似者歟。藏主爲性，強氣博覽，不

見他方面之麁論、暴説，如此有英雄欺人之勢，此勢是不少矣。今從此要訣開始，

且就(山陰)字記，次第論述之。 

自第二末，釋梵文通同，三四兩卷，辨新舊譯語等，至末略解「八轉聲」。凡此

一部著中，千歳疑滯之處氷釋甚多，其功不亦大乎。訣主、藏主不幸，不逢琳(行琳

法師)音及宋朝之字源，若令訣主(悉曇要訣著者)得之，愈盡精微矣。訣主之論，素

來是從顯學相承入悉曇密教，未及談字源，本有等深旨。今爲補其闕略，上面粗述

之。若讀字母釋義，可得自家相承大意矣。顯學人師如南岳禪師，位究十信(位)，

長別三有(欲、色、無色界)苦界，領會諸字門，互具各具妙義曰：始阿狣 a 具終荼

( 7ha)，中間亦爾，即發明諸位圓融，一乘圓家，始起于此(註：此段言華嚴 42 字

母始終之悉曇字母)。圓頓行者，雖言信滿，長別三界苦輪，猶是似位也。隣眞(靠

近真時法)證故，彼宗立相似即名，猶未離情，謂則此宗爲能入心。其所入之處，即

法然具足妙境故。又説陀羅尼(咒)、説漫荼羅(mandala，壇場)，皆是阿狣 a 字門，

如因陀羅網，無盡妙相而已。至相和尚(大唐終南太一山至相寺或釋智儼和尚)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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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羅尼用，在於一乘，一切菩薩位位皆得陀羅尼。陀羅尼有淺深，諸顯教所説四種

陀羅尼，祕密教王明五種陀羅尼。眞言亦有權實，外道既有眞言名。乃至一乘家眞

言，猶爲之權(淺顯義)、祕(深密義、秘密義)也，如所流、所目，攝方便釋，可得意

而解也。南岳、至相雖似領字門之妙義，而未解字門即法體也。故吾大師曰：佛華

(嚴)、法華亦眞如爲體，顯學人師總謂文字是俗有，不知實義也。密家所謂菩提心

者阿狣 a 字門。阿狣 a 字門中，三世、三界，一切諸法本來空寂。空者唯空故雖説

大空，阿狣 a 字非空，實具足恒沙功徳非情謂之相，故説無相、無名，不可顯示也。

故疏曰：如是自證之法，爲凡愚説之，終不可得也，當知此但空名，於十八空中最

居其上(亦即性空諸法唯名，是空、不空二義為一，是為有為、無為不住，此是無上

空義，是為最居其上)，即是諸佛大空而不空也。菩提此翻覺，覺知也，智中圓者具

無盡妙相，是説之實相也(有法無住也)。又於大千界中，但中天竺世尊出興，過去

諸佛、當來慈尊(彌勒佛)，亦復於中天金剛座上成等正覺。深不思其因由，則梵文

正眞，漢字邪妄，相承格言，云何得解。三車(三車指羊、鹿、牛車，喻三聖教)家

學者，素無論及于此矣(惟顯密二教圓滿者，是為大白牛車，是真大乘也)。又大日

尊説，觀諸佛國土，無不見此遍一切處字門故。法華説佛佛道同、法住法位、世間

相常住。香積世界以香塵説法，故有六塵悉文字妙釋，不深思惟字門道，不可與論

自家悉曇也。爲令法孫領會此旨，略述微志而已。(私按語曰：不入密教悉曇，不懂

悉曇文字字義、悉曇聲韻之學，不入空顯諸相，然後住相無黏，利益一切群倫，是

非真得悟佛理者也，所以行者最後當知顯密二教，缺一即不圓滿，因未深入佛心者

也。) 

 

二、梵文中的八轉聲能辨不同義含 

六離合釋(=a6-samāsāh)於梵文復合詞中很重要，等於是中國的文言文之體

裁；八轉聲(a=6a vibhaktayah)於八種發音上可決定某些隱含的意思，其意有如英

文中的介系詞功能，在梵文中用八轉聲來表示 at、on、for、with、…等等意思，

若不懂得八轉聲音，就不知如何於咒語中作適當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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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悉曇藏》裡頭常題到「七轉九例」，七轉者又作七聲、七例(不包括呼格)

或蘇漫多聲（subanta），所謂「蘇漫多聲」者，專指梵語文法上表示名詞等，語尾

具有某些不同的形式，其不同變化字母除讀聲不同外，其代表的隱藏的意思也不

同者。 

 

九例又作二九韻、丁彥哆聲（ti{anta），丁彥哆聲者專指梵語中動詞之變化者，

表示法有十八種變化。ti{anta 即字頭有 ti 之意。動詞分為自言與為他言兩種，

各有一人稱、二人稱、三人稱之別，並各個活用單數、雙數、複數三變化，共成

為二個九轉聲，合而為十八轉聲（十八轉、二九韻）。此中有第一人稱、第二人稱、

第三人稱，並有單數、雙數、多數，3x3 就有九種語詞的變化。詳下表，左邊九種

是主動格，右邊九種是中性格，其他九種是被動格，未示於本表中。 

 

 

《瑜伽師地論略纂》謂，八轉聲，除第八呼。汎聲有三：一男、二女、三非

男女，一一各有八。一體、二業、三具、四為、五從、六屬、七依、八呼。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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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男聲中之一聲，詮目丈夫之七囀聲，如次配屬、體、業、具等。如樞要說。

第八汎聲補盧沙旦冰好 puru=a(丈夫、男子漢)，更無別義，今但說七。 

 

《因明入正理論註鈔》(清幹大師)裡，談到八轉聲者，就以例如斫樹木時，而

言(1)樹木。而(2)斫樹木是斫樹木之斧。而(3)爲造屋斫之。而(4)因王命斫之。而(5)

屬官家斫之。而(6)依其地斫之。(7)呼爲斫樹。 

今約佛陀 buddha 說明之，就有八種語尾變化，如下表(近代梵語使用者)從上

而 下 有 buddha` 、 buddha 、 buddham 、 buddhena 、 buddh2ya 、 buddh2t 、

buddhasya、buddhe，這八種近代語尾變化，要有不同解讀其含義。(1)佛陀翻云

(2)覺者。是(3)能覺者。而(4)爲利衆生覺者。而(5)從衆生覺者。而(6)屬衆生覺者。

而(7)於衆生界覺者。(8)呼爲覺者。亦云，(1)體、(2)業、(3)作、(4)爲、(5)從、(6)

屬、(7)於、(8)呼，諸名言中皆有此八轉聲音之變化。 

 

 

八轉聲 asta vibhaktayah，乃指梵語中名詞、代名詞與形容詞語尾之八種變

化。又作八轉、八聲、八例。即： 

(1)體格（nirdeśe），又作體聲、汎說聲，今稱主格 nominative。「……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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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如佛陀是婆伽梵名(如上表)，補盧沙 puru=a(丈夫、男子)是名(如下表)。 

(2)業格（upade=ane，或 upade0ane 近代稱），又作所作業聲、用格，今

稱受格 Accusative，「把……」之意。云能覺悟者(業格)(如上表)，云所作砍樹

之工作(業格，下表)。 

(3)具格（kart4kara5e），又作能作具聲，或稱作格 Instrumental，「依……」

意。是具有、依此能覺悟之能力者(具格，上表)，或成作具聲如砍樹有聲，或

依斧頭砍樹所發之聲(具格，下表)。 

(4)為格（sāmpradānike），又作所為聲。或稱與格 Dative，「為……」之

意。是爲利衆生而覺悟者(為格，上表)，如為國王命令而砍樹(為格，下表)。 

(5)從格（apādāne），又作所因聲。或稱奪格 Ablative，「從……」之意。

而從衆生而覺者，從眾生之因果而悟四聖諦等(從格、於格，上表)。從替人造

屋而砍樹(從格、下表)。 

(6)屬格（svāmtvacane，或 svāmitvacane 近代用），今稱所有格 Genitive，

「……的」之意。世尊雖悟道是屬衆生的覺者(屬格，上表)。此砍樹者是屬於

國王部下的人(屬格，下表)。 

(7)於格（sajnidhānārthe），又作所依聲，或稱依格 Locative。「於……」

「位於……」之意。是於衆生界而覺悟的佛，每個眾生要成佛亦要於眾生相來

成佛(於格、位格，上表)。客依主之下位而砍樹(位格、於格，下表)。 

(8)呼格（āmantrane），又作呼召聲 vacative，「……啊」之意，除呼格之

七聲，稱七例句、七例、七言論句。這樣覺悟者稱呼爲覺者(呼格，上表)。he 

puru=e(男子)，(呼格，下表)。He 呼叫聲是古梵文才如此用，楞嚴咒中亦用此

he he 之呼叫聲，近代梵語比較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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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上學習到蘇漫多 subanta 與底彥多 ti{anta 聲。若以上名詞語尾之格例

變化，稱作蘇漫多聲 subanta 之音譯，又作蘇盤多，即語尾有 su 之意，su 者美好

的變化。另動詞之活用變化，稱為底彥多 ti{anta 聲，恰與蘇漫多聲相反。底彥多

為梵語 ti{anta 之音譯，又作丁岸哆，即字頭有 ti 之意，ti 者指數量也(Quantity that 

is required)。 

再說明一次，經典裡頭提到八轉聲者。為一體，謂直詮法體。二業，謂所作事

業。三具，謂作者作具。四爲，謂所爲也。五從，謂所從也。六屬，謂所屬也。七

依謂所依也。八呼謂呼彼也。七例句者。即八轉聲。除第八呼。動詞分為自言與為

他言兩種，各有一人稱、二人稱、三人稱之別，並各個活用單數、雙數、複數三變

化，共成為二個九轉聲，合而為十八轉聲（十八轉、二九韻）。 

  《注大乘入楞伽經》經中云：「佛聲有八轉，謂體、業、具、為、從、屬、

於、呼，是八轉聲各具八德。所謂調和聲、柔軟聲、諦了聲、易解聲、無錯謬聲、

無雌小聲、廣大聲、深遠聲。八八即成六十四種，非唯釋迦佛，一切諸佛皆如是。」

所以佛如來除八轉聲語音外，其語聲又具八德，故形成六十四種音聲。若是陀羅尼

門更離不開五處音韻(一 ka、弋 ca、巴 6a、凹 ta、扔 pa 等五處聲)、四聲(十五章大

空聲、借他摩多聲、他音成自聲、自音成他聲)、清濁(女聲音、男聲音、非男非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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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等。而所謂八轉聲，除聲音外還具有語意於其中，此語意有如英文中的介系詞，

梵文中無有明顯的介系詞，但依八轉聲來隱含其義，故有所謂體、業、具、為、從、

屬、於、呼之內容義理於其中，這是學咒語聲韻者當要熟悉，才能適當的於淺略咒

義中窺知其端倪，不然無知者翻起咒來，就只是一些名相的堆積而已，看不出整句

咒語完美的詞義表達。 

又《大日如來劍印》云，八轉聲者，體、業、作具、所爲、從、屬、依、呼是

也，且釋者，「體聲」者如菩薩摩訶薩等是體聲呼也。二「業聲」者如前菩薩修行無

所得觀業聲也。三「作具」聲者，如何菩薩修行無所得觀，謂用般若波羅蜜多是作

具聲也。四「所爲」聲者，爲何修行，謂爲度一切衆生爲聲也。五「從聲」者，從

何修行，謂從諸佛出現於世演説正法是從聲也。六「屬聲」者，誰之無所得，一切

法之無所得是屬聲也。七「依聲」者，於何修行，依三賢、十地等是依聲也。八「呼

聲」者，謂上來呼召名言，是呼聲也。此下有六離合釋(下文介紹)，全同世布流文

相。 

《因明論頌》云：體、業、作、爲、因、屬、依、呼。年亙琲 sumanta 蘇漫多

聲説，即是八轉也。 

一、坲只多儞利上字合聲提勢 nirdeśe。(此云體聲。亦云汎説聲。) 

二、珈扔只在仞鄔波提舍書我反泥 upade0a5e。(或 upade=a5e 此云業聲。亦云

所説聲。) 

三、一 一先仞羯咥都結反唎上字合聲迦上聲羅上轉舌泥奴皆反 kart4kara5e。(此云能作

作具聲。亦云能説聲。) 

四、 盲叼市了三鉢羅上二字合聲陀儞鷄居梨反 sāmpradānike。(此云所爲聲亦云所

與聲。) 

五、狣扒叼弁褒波陀泥 ap2d2ne。(此云所從聲。) 

六、渢亦玆弋弁莎弭婆上聲者儞平聲，sv2mitvacane。 (此云所屬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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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戌市 左黑珊儞陀那長聲羅梯上二字合聲 sa3nidhānārthe。(此云所依聲。

sa3nidhāna 附近、接近、面前、現在。artha 是義利、為、所依等義。) 

八、玅亙 仞阿曼怛羅上二字合聲泥奴皆反āmantrane。(此云呼聲。) 

上説總八轉。此中各有一言二言多言之聲。合有二十四聲。又有男聲女聲非男

非女聲。更各有二十四。合總別有九十六聲。 

 

現今八大詞類及是過去古梵文的八轉聲，其變化可能也會有點不一樣，不然就

是大正藏中的梵字母翻譯未能如實顯示所致。 

現再舉世尊一詞為例，則有最勝正辨其意，云矛丫向婆誐嚩名有八轉聲，故有

頌云：世尊是世尊(體格、主格)。度衆生世尊(業格)。爲衆生世尊(為格)。因衆生世

尊(因格)。屬衆生世尊(屬格)。於衆生世尊(於格、位格)。此名爲世尊(依格)。是稱

為婆誐梵(呼格)。本例是悉曇藏之舉例，其梵詞用法可能與現代梵文不同，若大正

藏裡頭梵漢音譯字無誤，顯然與近代梵文有別(如下表)。 

一、世尊是世尊，矛丫向 婆誐嚩 bhagavat─體格、主格，世尊要做什麼。 

二、度衆生世尊，矛丫向仟婆誐嚩擔 bhagavanta3─業格，世尊是下生來度眾

生的。 

三、爲衆生世尊，矛丫向凹婆誐嚩多 bhagavata─為格，世尊下生是為眾生而

來的。 

四、因衆生世尊，矛丫向包婆誐嚩帶 bhagavate─因格，因為眾生而下生的。 

五、屬衆生世尊，矛丫向柰婆誐嚩 bhagavatta─屬格，世尊是屬於大家的世

尊。 

六、於衆生世尊，矛丫向半婆誐嚩鐸 bhagavata`─於格、與格，給於眾生解脫

的世尊。 

七、此名爲世尊，矛丫向凸婆誐嚩底 bhagavati─位格、處格，位於佛如來位

的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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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呼為婆誐梵，矛丫圳婆誐梵 bhagavan。─直呼世尊者，可稱呼婆誐梵。 

 

 

依現在的梵語字網，產生上表八轉聲中，各格位說明如下： 

(1)nominative 是體格、主格。 

(2)vacative 是呼格，接受稱呼的名詞。 

(3)Accusative 是業格，用格，今稱受格，是受了什麼事情。 

(4)Instrumental 是具格、用什麼工具來做事。 

(5)Dative 是與格、為格，給了什麼，做了什麼。 

(6)Ablative 是從何處，因為什麼而來。 

(7)Genitive 是屬格，屬於誰的。 

(8)Locative 是位格，處於何位置，放於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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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如來劍印》裡頭又用說明八轉聲之內涵，以圖說明如下。 

 

 

三、八轉聲於咒語翻譯上之利用初探 

 八轉聲含義有無考慮於咒語翻譯上，可顯示咒義是否清析明了，其翻譯語意與

文句美感與否，若有考慮八轉聲含義進去，咒語翻譯就不一樣。若您未學八轉聲含

義，此段楞嚴咒第五會部份重要咒語詞句的咒語，可能就會翻譯成如下。 

 

房山版 

悉跢鉢怛囕六十摩賀引 嚩日二合瑟二合引釤六十一摩賀引  鉢囉二合底孕二合儗六

十二夜嚩 納嚩二合娜捨 瘐惹引曩 辮法怛拏六十三枲星異反麽引 滿鄧 迦弭六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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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您懂得八轉聲音辭類尾部變化，其在咒語中所代表的特殊意義，就能如實地

知道梵咒中的真實語意。上面已提及以名詞句子詞尾八轉聲的變化，就能得知其真

實語意，那您可能就會有下列的翻譯含意語句出現。本段咒語經稍為考證後，其羅

馬字似應為： 

大正版： 

悉怛多鉢怛囉(花蓋)(四百十九)摩訶 跋折嚕(大金剛藏)(四百二十)瑟尼衫 摩訶 鉢囉登祁藍

(四百二十一)夜婆 埵陀舍 喻社那(乃至十二由旬成界地)(四百二十二)便怛囇拏 毘(入聲)地夜 畔馱 

迦嚧彌(云我大明呪十二由旬結界禁縛莫入)。(紅字語句多出，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