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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消災吉祥咒」是禪林所用四陀羅尼之一，亦為密教通用之息災法。出於《佛

說熾盛光大威德消災吉祥陀羅尼經》(唐代不空譯，T963)，及《佛說大威德金輪佛

頂熾盛光如來消除一切災難陀羅尼經》(譯於唐代，譯者佚名，T964)，敕修《百丈

清規卷一》所述祈晴、祈雨，皆用此咒。 

在歷代版本與現在日誦版的七種羅列中，會發現房山版較其他版本更為簡捷，

因石刻之緣故，斷句上亦較無傳抄上的疏忽，較接近此咒的原貌，後期《釋迦如來

應化錄》中所錄此咒相近於房山版。唐代不空版則加上了持咒前的恭敬語「怛姪他」，

「瑟致哩」較房山版重複了一次，加強語氣，在形式上配合此咒除災行動上的重複、

加強語氣「入嚩囉  入嚩囉  缽囉入嚩攞  缽囉入嚩攞  底瑟姹  底瑟姹 瑟致哩 

瑟致哩  薩普吒  薩普吒」的用意，咒尾加上了「扇底迦 室哩曳」，此兩句是結合



 

T964《佛說大威德金輪佛頂熾盛光如來消除一切災難陀羅尼經》另一咒「大吉祥真

言名破宿曜」，其真言曰：「唵(引)薩嚩 諾剎咀囉(二合) 糝摩曳 室哩曳 扇底迦 呴嚧 

薩婆訶」而來。經云：爾時如來復告大眾，若人行年被金木水火土五星，及羅睺計

都日月諸宿臨身，災難競起。我有大吉祥真言名破宿曜，若能受持志心憶念，其災

自滅變禍為福。原消災吉祥咒加上此兩句咒，有加強消災的強語與呈祥的祈願。可

見不空版其實和房山版同一源流。 

 七種版本中斷句有疑問的是此句「阿鉢羅底賀多舍娑曩喃」，T963、T1951、近

代禪門日誦等，雖刻意有用斷句，但斷句為「阿鉢羅底 賀多舍 娑曩喃」，續卍藏

1511 斷為「阿鉢羅 底賀多舍娑曩喃」，此句依字意完整的斷句應為「阿鉢羅底 賀

多 舍娑曩喃」或「阿鉢羅底賀多 舍娑曩喃」，實際斷句似宜為「阿鉢羅底賀多 舍

娑曩喃」。「阿鉢羅底賀多」應譯為無礙、無障礙、無罣礙、無所罣礙。謂無障礙。

「舍娑曩喃」有全獲得控制之意。 

此咒七種版本中「佉呬」一字發音有別，房山版「佉引呬」，其他版本「佉呬」

都是短音，用梵字分析法軟體，不能解出 kh2hi；惟 khahi 可分解成 kha 與 hi 字，

各有其解釋。所以「佉引呬」只能解是引者是 kh 之 h 聲，似有拉長之音。另此咒七

種版本中「入嚩囉」與「入嚩攞」二字在「囉」音有異，而「囉、攞」的區分，不

空版(T963)在「入嚩囉」與「入嚩攞」用不同囉字，兩者字本是互根外，意思亦似

相類似，但他用「入嚩囉」可能更利於彈舌用，以達到持咒的特殊效果。唐以後的

版本包括近代版，則大致承襲不空版。 

本報告結論基本上在房山版與不空版的比對中，發現差異與互為參照，因不空

版的加句無損咒語樣貌，尚有加強除災之功能性，擬以不空版為主，以房山版為輔，

加以修訂，綜合上下咒意得出結論如下。 

「消災吉祥咒」古漢字：「曩謨 三滿跢 沒馱喃 阿缽囉底賀哆 舍娑娜喃 怛姪

他  唵 佉 佉 佉呬 佉呬 吽 吽 入嚩囉 入嚩囉  缽囉入嚩攞 缽囉入嚩攞 底瑟姹 



 

底瑟姹 瑟致哩 瑟致哩 薩普吒 薩普吒 扇底迦 室哩曳 娑嚩賀」 

 

羅馬音為：nama` samanta buddh2n23  apratihata 02san2n23 tadyath2   o3 

kha kha khahi  khahi h93 h93 jvara jvara  prajvala prajvala ti=6ha ti=6ha  =6hir1 

=6hir1  sphu6  sphu6  02ntika  0r1ye  sv2h2。 

本咒淺略義為：皈禮普遍十方諸如來 無礙化導諸災障全賜令導正。即說咒曰 

啟讚佛法報化三身 等虛空 遍虛空 確實能等虛空、遍虛空，所祈求能辦(若祈雨、

止水、消災、除禍、去病、延壽、…等)，種子字 (從 h、u、9、a3 等去解釋，

或參閱吽字義之說明)。激奮而起，獲得激起，點燃光明，無量光明，執持著、堅

固的執持著光明，從光明中強壯而堅固成就，暴破諸障礙，摧毀諸邪惡，息災、吉

祥降至，是所祈求。 

第一次參與悉曇咒語研討，除可了解古代各種咒語之變遷與為何發生誤植外，

讓我學到很多悉曇文句方面的知識，唯末學等不才，研討咒語可能多有誤漏，唯虛

心冀求十方大德不吝指正。 

 

報告大綱： 
 
一、研究動機 

二、「消災吉祥咒」版本表列 
三、 「消災吉祥咒」版本研究 
（一）版本比對 
（二）分析研究  

1.同音異字表 
2.相異處 
3.分析研究 

四、綜合結論 



 

（一）、房山石經版與不空大師版 
（二）、咒字詞類變化 

（三）、兩版比對結論 

 

一、研究動機： 

關於「消災吉祥咒」，又稱消災真言、消災陀羅尼，乃消除諸種災害，成就吉

祥事之神咒。根據《佛說熾盛光大威德消災吉祥陀羅尼經》與《佛說大威德金輪佛

頂熾盛光如來消除一切災難陀羅尼經》所傳錄，是釋迦牟尼佛為諸天聖眾所說『熾

盛光大威德陀羅尼除災難法』中之咒語，欲令「一切災難悉皆消滅不能為害。變災

為福皆得吉祥。」（註一）今傳頌之流通版為《佛門必備課誦本》中「十小咒」之一。 

現引用經文所述部份持此咒之好處，T964 經云：「…。於未來世中若有國界，

日月五星羅睺計都彗孛妖怪惡星，照臨所屬本命宮宿及諸星位，或臨帝座於國於家

并分野處，陵逼之時或進或入作諸災難者，應於清淨處置立道場，志心持是陀羅尼

經一百八遍或一千八十遍。若一日二日乃至七日，依法修治壇場受持讀誦，一切災

難自然消滅不能為害。若大白火星入於南斗，於國於家及分野處作災難者，應於一

忿怒尊像前，畫彼設覩嚕形，念此真言加持，其災即散移於不順王命悖逆人身上。」 

又 T963 經云：「…。此陀羅尼，一切如來同共宣說。若有苾芻苾芻尼族姓男族

姓女，受持讀誦此陀羅尼者，能成就八萬種吉祥事，能除滅八萬種不吉祥事。若有

國王大臣及諸眷屬一切庶民，或被五星羅睺計都彗孛妖怪惡星，陵逼帝座於國於家

及分野處。所屬宮宿，災難競起，或鎮星陵逼，或進或退。及宿世冤家欲相謀害，

諸惡橫事口舌厭禱呪詛，以為災難者。令諸眾生依法受持，一切災難悉皆消滅不能

為害，變災為福皆得吉祥。」 

為釐清目前流通版文句如何而來，避免歷代傳承中有所變誤，今恭承悉曇研究

班 張玄祥老師不辭勞繁之指導，從歷代版本漢音流變比對研究中，將蒐羅之七個

版本藉助客觀工具的輔助研究，在恢復咒語梵音原貌的理想下，進行探討與考證。 



 

關於『消災吉祥咒』，目前的流通版為《佛門必備課頌本》『十小咒』中所錄之

真言版本（註二）： 

 

此咒在傳承讀誦中，字句或有遺誤或變化，因此盡可能蒐羅歷代版本，在對照

分析中發現梵譯漢字的流變，以及字句增易問題，並探討早期版本與流通版的差

異，以期對於窺見此咒梵音的原貌，有所助益。 

 

二、消災吉祥咒版本表列 

目前所能蒐羅到六個版本，包括房山石經版(詳下圖檔)。房山石經始刻於隋大

業十二年(公元 605 年)，天台宗靜琬法師繼承師志，發心刻經於石，免於受到毀滅

流傳後世，其年代確實有早於唐版不空大師（公元 705--774）所譯的可能性，然其

亦續刻至明朝，因此，本討論以房山版作為佐證，暫列於下表首位。 

目前所能蒐羅到的六個版本加上目前流通版，按照可能時代先後羅列如下表： 

 



 

 

 

 

 

(一)、版本比對 

將歷代版本按可能的時代先後排列比對如下，會發現後來的版本，大致分為兩

個體系，分別為房山版和不空版的延續： 



 

 



 

 

 

(二)、分析研究 

由以上綜合比對，發現房山版與不空版兩方向的差異。先大致分析所有咒語之

相異處，包含同音異字變化，以及較大相異處，以有色字區分，分析研究如下，並

在此分析中，辨明房山版與不空版兩版以何者為據的取捨。 

1.同音異字表：歷代梵音流變中多為借音相近、同音異字的變化，整理如下：  

 

 

2.相異處：      

a.  怛姪他有與無 

b . 曩謨 三滿跢 沒馱喃         



 

曩莫三滿多沒馱南        分合句 

阿鉢囉底賀多  舍薩曩喃 

阿缽囉底  賀哆舍  娑娜喃 

阿缽囉 底賀哆 舍薩曩喃     分合句 

c. 入嚩攞與入嚩囉 

d. 薩普吒、薩發吒、娑撥吒、娑癹吒 

e. 沒馱喃與母馱喃 

f. 瑟室哩與瑟致哩 

g. 句數多寡 

 

3.分析研究： 

a.怛姪他為「即說咒曰」之意，有無不害上下文意，但在儀式中加之有莊嚴頌

稱佛所說咒之意，房山版未加，唐後版本以至流通版有加有不加。 

 

b.曩莫三滿多沒馱南 （房山版）   曩謨  三滿跢 沒馱喃（不空版） 

皈禮  普遍十方諸如來          皈禮  普遍十方 諸如來 

三滿多 samanta 為形容詞（註三）形容作為皈禮對象的諸如來，因此唸誦上分

與合不害義。 

 

c.阿鉢囉底賀多     舍薩曩喃 

阿缽囉底  賀哆舍   娑娜喃 

阿缽囉底賀哆舍薩曩喃     分合句 



 

或因傳抄的緣故，自唐版以來有分有合，甚至後來《釋迦如來應化錄》傳錄

為阿鉢羅   底賀多舍娑曩喃，恐為傳抄訛誤；而流通版與唐不空版同，房

山版則不同，須進一步探討詞類變化與上下文意，才可確立。 

（1）.apratihata 應如何分句 

進入佛光大辭典中搜尋，發現 apratihata 有字，無礙之義： 

 

◎將 apratihata 輸入 reader 中去分析，發現此句由 aprati 和 hata 組成；將 aprati、

hata 輸入 sandi 連結，亦得出 apratihata，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後來許多版本將此

句分開。 

．reader 分析發現：apratihata 可以分析成 aprati hata   

 

．sandi 連結發現：aprati hata 可以連結成 apratihata 

 

◎aprati 原形即 aprati：於 中查詢 



 

得出： 沒有對手或仇敵的之義。 

詞類變化表中 aprati 出現在中性主格、呼格、業格： 

 

 

◎hata 從動詞字根 han 來： 

 

可見 hata 為 han 的動詞第二類變化，hata 為 han 的過去被動分詞，淺釋為已被

消滅的、已被毀壞的，梵字義上有諸災因都不可得，均歸於如如，而如如亦不

可得： 

 

 

結論：兩字 aprati hata 組合成 apratihata 字，無礙化導諸災之意 

 



 

（2）. wasanan2m：輸入梵法字典 index 得出： 

 

 

再查詢 字典得出： 

 

字義為：懲罰者、教師、（給予）懲罰、更正、導正、旨令、法令，放在咒中有

祈求十方諸如來，無礙化導諸災，賜令導正之意。陽性、中性詞類變化表複數

屬格都有 wasanan2m： 

 

 

（3）. San2n2m 

輸入 index 中得出字義老人、老、持續很長的一段時間、明智的之意： 

 

San2n2m 從 sana 來 ， 位 於 陽 、 陰 、 中 性 詞 類 變 化 複 數 屬 格 中 ：



 

 

不空版雖可勉強解釋「無礙呀！絕望、邪惡的，從很久遠開始」，與房山版比

較還是較不圓融的。 

 

（4）.hata02 找不到字，即是無解： 

 

輸入其他梵英字典亦無所獲： 

 

只有《梵漢大辭典》（註四）中出現：hat20a 絕望的、邪惡的 

勉強取其意解釋不空大師版。 

◎結論：目前可見的不空大師版文意顯得牽強，推測因讀頌傳抄字句變化，另

唐版：「阿鉢囉(二合)底(丁以反)賀哆舍薩曩喃(引)」分句不清楚不作討論；比較

簡捷通順的房山版解決了這個問題。 



 

 

 

d.入嚩攞與入嚩囉 

只有不空版囉、攞並用 ，後來版本全用囉字，或全用攞字。囉、攞兩字發音

的問題，擬從兩方面去探討： 

1.從古音去考證：攞音表只出現在閩南音 lo ，但明顯的是攞音從上字 la 音演

變而來（註五）；而囉音表上中古音發 la、閩南音發 lo（註六），地方音發音近似，

看不出差異。 

 

2.不空大師譯字習慣：結論：攞 la  囉 ra  舉例如下表： 

附上同時期譯經家菩提流志大師的例子，他解釋了兩字發音的差異【囉（攞

音轉舌呼之）】，作為佐證；可以證明在唐朝時，囉為攞的彈舌音。 



 

 

 

3 從咒意上探討：jvala 與 jvara：輸入梵法字典 index 中得： 

 

 

 

由此可見，兩者字本是互根外，意思亦似相類似，在此咒中取其激奮而起，燃

起光明之意。但不空大師用「入嚩囉」可能更利於彈舌用，以達到持咒的特殊



 

效果。唐以後的版本包括近代版，則大致承襲不空版。 

 

e. 薩普吒、薩發吒、娑撥吒、娑癹吒：《漢字古今音表》中 

普 pho（閩南）、phuc（閩東）（註五）【phu、pho 旁紐相近】 

發 huat（閩南）、puch（閩東）（註六）【兩音發音嘴型相似】 

撥 puah（閩南語、閩東語）（註七） 

癹：古今音表中無字，與發字形相似，或為發音之相似字  

可見此四字地方音是相近的，取 phu 音 

 

f. 沒馱喃與母默喃：沒 mut（客話）（註八）、母 mu（客話）（註九）應為同音字 

馱 to（湘語、閩南語）（註十）、默 mr（湘語）（註十一）應是傳抄上的筆誤，而且

只有宋版用默字 

 

g. 瑟室哩與瑟致哩：室 sit.sik（閩南話）（註十二） 致 ti（閩南話）（註十三） 

可見兩地方音發音口形上相近，可能借代同音 thi 

瑟室哩（三合引）【房山版】、瑟致(二合)哩【不空版】，可能均發音 sthir1 

查閱 得出： 

表示 sthiri 是在 sthira 的變化中 



 

 

 

得知 sthira 是 sth2 的動詞第一類變化過去分詞 pp.，表示已完成的；同時 ti=6ha

也是其中的變化 ppr.，因此可以確定的是 sthir1 與 ti=6ha 義近，堅持、堅定、

恒持、安住之意。惟依古悉曇漢音，sthira、sthir1 中都是與=6hira、=6hir1 相通，

為忠於古漢音，咒語還是要唸成 =6hira、=6hir1 為佳。 

 

h. 句數多寡：將歷代版本對照，只有兩版本句數較少，且少處幾乎相同 

一為早期房山版『熾盛光佛頂陀羅尼』 

（怛姪他……         扇底迦  室哩曳） 

二為後期《釋迦如來應化錄》版『熾盛光大威德陀羅尼』 

（怛姪他…瑟致哩…… 扇底迦 室哩曳） 

可見各版本有使用或傳抄中增減的可能狀況；以咒文上下義而言，瑟致哩重

複可能以加強語氣，加上扇底迦 室哩曳則有咒尾祈福的含意，略去仍是完

整的。 

 

四、綜合結論 

（一）、房山石經版與不空大師版 

因為歷代傳抄難免咒語字句變化，先依以上分析依房山版與不空大師版目前所

見的樣貌，依梵字羅馬拼音與淺密義羅列如下，紅字標出問題處對照，最後再比對



 

得出結論： 

1.房山石經版【熾盛光佛頂陀羅尼】： 

 

 



 

 

 

2.唐代不空大師所譯「熾盛光大威德陀羅尼」： 

 



 

 

 

（二）.各咒字詞類變化 

(1).samanta 

毗鄰、接觸、全部之意 

《梵漢大辭典》（註十四）中表示此字在經文中有周遍十方之意 

samanta 出現在陽性、陰性單數呼格中： 

 

 

(2).buddh2n23 



 

梵法字典中相近字為 baddh2： 

 

 

buddhanaj 出現在涵蓋陽性、中性、陰性複數屬格中，解為諸如來 

 

 

（3）佉引呬 佉呬 kh2hi/khahi 

kha 

詞類變化表，位於陰性呼格： 

 

於 中查得： 



 

 

得其字義有宇宙、天空、太空等義，取其「虛空」之義。 

 

（4）kha hi：khahi、kh2hi 均找不到字。用梵字分析法軟體，不能解出 kh2hi

惟 khahi 可分解成 kha 與 hi 字，各有解釋。所以「佉引呬」只能解是引者是 kh 之 h

聲，似有拉長之音。 

 

 

hi: 咒中 hi 應取 hi 1 義，為動詞變位形式，字義上有確定、肯定之意，

khahi 有確實能等虛空、遍虛空之肯定義。故上述几 kha 以悉曇字義是等虛空，

等虛空不可得義，用在化有、祈雨是等虛空無量義，用在化無、除雨、止雨，

是不可得義。至於 hi 用在 adj.有肯定的、確定的;贊成的;proposition ~ve 肯定句；

adv.<俗>肯定地義。 



 

 

 

kha：於 MW Advanced Search 中查到： 

 

kha 有挖掘、泉、水井之意，確定有 kha 這個詞，雖然梵法字典中無此字，但

於文意並不合。可見依房山版「佉引呬」發 kha 並不妥當。 

 

（5）h93 

輸入梵英字典，得出： 

 



 

此字典表達出：huj 為用于咒語的一個神秘的音節，是在唱誦之前立即呼

出的前奏曲，或者唱誦中的回應。 

將此種子字 從 h、u、9、a3 等去解釋，即所祈求皆辦，祈求諸佛如來化

導災殃諸法皆導入涅槃、虛空，諸法本不生、本不可得義，而得究竟解脫。 

 

（6）jvara、jvala 均在陽性單數呼格 

 

 

 

 

（7）prajvala   



 

 

pra-jvala 可解為光明熾盛、無量之義 

 

（8）tiṣṭha 

輸入梵字分析法軟體得出： 

 

tiṣṭhat 是從動詞 stha 來的 

 

而 tiṣṭha 就在 stha 的第一類動詞變化表中，持續、堅持、挺直、舉行之義 

 

 

（9）sphu6 

輸入梵字分析，得出： 

 



 

 

發現 sphota 從字根 sphut 來， sphut 為動詞字根： 

 

 

（10）02ntika  

02ntika 由 02nti、ka 組成的複合字，合起來有災難除滅、吉祥幸福之意 

 

詞類變化表如下，會發現 02nti 為字根： 

 



 

ka： 

 

 

(11) 0r1ye：0r1ye 為 0ri 的語尾變化 

 

 

wriye 在 wri 的動詞第一類現在式第一人稱單數被動語態中，休息、避難、

進入、到達、佔領之意 

 

 

 

（三）、兩版比對結論 

在以上研究中，初步結論擬以不空大師版為依據。在版本比對中，發現不空版

其實和房山版同一源流。其中房山版更為簡捷，斷句上亦較精確，而不空版在梵音

表示上更為精確。以後的版本包括近代版，則大致承襲不空版。 

本報告結論基本上在房山版與不空版的比對中，發現差異與互為參照，因不空



 

版的加句無損咒語樣貌，尚有加強消災祈福之功能性，擬以不空版為主，以房山版

為輔，加以修訂，綜合上下咒意得出下列結論。在盡可能客觀的分析研究中，希望

得出接近此咒原貌的結論，盡身為佛弟子的一份心力。當然，因為技術與智慧的不

成熟，多有疏漏，希望十方菩薩大德不吝指正，虔誠感恩。 

唐代不空大師所譯「熾盛光大威德陀羅尼」： 

   

 



 

附註： 

 
註一：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十九冊 No. 963 .p0338a17(08) 
註二：《佛門必備課頌本》佛法佛教文物社（p.23） 
註三：《梵漢大詞典》（下）嘉豐出版  林光明編（p.1076） 
註四：同上（p.488） 
註五：《漢字古今音表》中華書局  李珍華、周長楫編撰（ p.301） 
註四：同上（ p.105） 
註五：同上（ p.245） 
註六：同上（ p.248） 
註七：同上（ p.301） 
註八：同上（ p.194） 
註九：同上（ p.417） 
註十：同上（ p.305） 
註十一：同上（ p.401） 
註十二：同上（ p.190） 
註十三：同上（ p.73） 
註十四：《梵漢大詞典》（上）嘉豐出版  林光明編（p.10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