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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曇密教- 咒語研究考證 

     課誦本相關咒語(之 3) 

      「善女天咒」考證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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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爾悉曇咒語研究班作業報告 

題目：十小咒─善女天咒考證報告(之 3)(第 11~16 句) 

指導上師： 張玄祥 上師 

組別：第五組 

組員：楊師兄、陳師兄、辜師兄、黃師姊 

報告人：蕭福明  居士 

 
 

南無    佛陀          南無       達摩          南無      僧伽 

namo  buddh2ya      namo    dharm2ya      nama`   sa{gh2ya 
巧伕   由湑伏         巧伕      叻愆伏         巧休     屹阞伏 

皈依      佛          皈依       法            皈依       僧 

 

南謨     室唎  莫訶   天女(一)    怛姪他(二)    鉢唎脯哷拏   折囇(三) 

nama`    0ri  mah2  devyai    tadyath2      parip9r5a    c2re 
巧休      冒   亙扣   只乳      凹改卡       扔共朮隊    弓刑 

禮敬      妙德大吉祥天女       即說咒曰       圓滿     積極作為 

 

三曼       達喇設泥 (四)      莫訶        毘訶囉     揭諦 (五) 

samanta      dar0ane         mah2        vih2ra     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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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亙琲        叨楝弁          亙扣        合扣先     丫包 

完全的       美妙莊嚴          大          安住      證入 

(第一次報告文到此) 

 

 

三曼哆   毘曇末泥(六)        莫訶     迦哩也     鉢喇底瑟侘鉢泥(七) 

samanta   vidhamane        mah2    k2rya      prati=6h2pane 
屹亙琲    合叻亙弁          亙扣     乙搏       盲凸炂扔弁 

完全的     除滅              大        成果         令得 

 

薩婆頞他    娑彈泥(八)      蘇鉢喇底晡囇(九)     痾耶娜    達摩多(十) 

 sarvqrtha   s2dhane      supratip9re         2yana    dharmat2 
祊楔飲       州叻弁       年盲凸朮刑          玅伏巧  盺愍出 

一切利益事     成就     極善 具足           抵達     諸法實相 

(第二次報告文到此) 

 

莫訶毘俱比諦(十一)        莫訶      迷咄嚕鄔波僧呬羝(十二) 

   mahqvigopite          mah2      maitropasa3hite 
亙扣合亡扑包           亙扣       伊沽  扔戌扛包 

    大  不變異           大        慈悲心   相契 

 

莫訶   頡唎使     蘇僧近哩呬羝(十三)      三曼多頞他(十四) 

mah2   h4=i          susa{g4h1te            samantqrtha 
亙扣   玹如         年屹  托包             屹亙阤飲 

大    光明聖天      完善地攝受            周遍  義利 

 

阿奴波喇泥(十五)        莎訶(十六) 

anup2lane            sv2h2 
狣平扒匡弁            送扣 愋 

保存守護              所求圓滿 

(第三次報告文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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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句比較分析(續) 

第十一句 

譯者 咒語漢字 
曇無懺 摩訶  毘鼓畢帝 

mahq  vigopite 
大    不變異 

義淨 莫訶  毘俱比諦  

mahq  vigopite  

大    不變異   

行琳 摩賀引 尾遇引 畢帝 十一 

mahq  vigopite 
大    不變異 

遵式 摩訶  毘鼓畢帝  

mahq  vigopite  

大    不變異 

 

漢字 可能羅馬音 

毘 pi  bi   bhi   vi 

俱 ku 

比 pi 

諦 te 

 
單字解析 
毘俱比諦 avigopita avikopita 
梵漢大辭典(頁數) 219 220 
解釋 未敗 

 

avigopite 是

avigopita 的 位 格

(Locative) 

不變異、不失、不壞、

無損、未敗。 

 
在字典上顯示: 

→avigopita。 

此表示兩者意義相同 
 

說明： 

1. 義淨大師譯為:「毘俱比諦」，「俱」之發音本為 ku，但古時中文譯音有許多 u、o

通用之例，此在林光明先生所編著的『房山明咒集』亦有許多例子(頁 65)，另參

考日本網站資料，所以，「俱」之發音可為 ko，「毘俱比諦」之擬音為 (a)vikop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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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vigopita 與 avikopita 兩者意義相同，若參考房山石經所標示的悉曇字，「遇」

悉曇字為「亡」(房山石經的  是古梵字)，羅馬音為「go」，所以我們在此採

用 avigopite。 

3. mahqvigopite 是 mah2  avigopite 的外連音，與上一句配合，可以解釋為『抵

達諸法實相而不變異』。 
 

 痾耶娜    達摩多       莫訶 毘俱比諦 

 2yana    dharmat2      mahqvigopite  
  抵達     諸法實相       大  不變異 

 

4.  與上一句合在一起觀之，更可說明 dharmat2 用「原形」應是較理想的解釋。  僅

在最後一字格位變化 (avigopita → avigopite)，其餘都用原形。 

 
日 本 網

站資料 

悉曇藏 (No. 2702) 0414a13 - 0414c09: A 迦 ki 鷄 kI 計 ku 倶 kU 
      擧 ke 罽 kai 吤 [show] (1 hit) 
悉曇要訣 (No. 2706) 0521a23 - 0521b24: 脚號反文全雅本云    
      ko 倶 kau 矯云云唐韻上聲 [show] (4 hits) 

 

 

 

avigopita 語詞變化表(資料來源：網路梵法字典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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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句 

譯者 咒語漢字 重點解說 
曇無懺 摩訶     彌勒簸僧祇帝 

mah2    maitropasa3hite 

大       慈悲心  相契 

1. maitra+ upasa3hite→ maitropasa3hite

下亦同。(詳見說明 1) 

2. 「祇」本發 ghe，在此發 hi。  (詳見說

明 3) 

義淨 莫訶     迷咄嚕 鄔波僧呬羝 

mah2    maitropasa3hite 

大       慈悲心  相契 

       

1.多了「鄔」之音。(詳見說明 2) 

行琳 摩賀引  每引 咄嚕二合 引  跛

僧去 呬帝 十二 

mah2    maitropasa3hite 
大       慈悲心  相契 

(詳見說明 1) 

遵式 摩訶     彌勒帝婁 簸僧祇帝 

mah2    maitropasa3hite  

大       慈悲心  相契 

1. 與曇無懺大師相較，多出「帝婁」二字

(詳見說明 4) 

 

漢字 可能羅馬音 漢字古今音表 

迷 me mi  mei  miei  be (參考附錄表一) 

咄 ta   tu  

嚕 ru  ro lu  ru  (參考附錄表二) 

鄔 u  

波 pa     

僧 sa3  

呬  hi (參考附錄表二) 

hi 參考日本網站 

羝 te  

彌 mai  

勒 ru ，triya 

簸 pa 

祇 ghe，tsi(附表二) 

婁 ru 

參考日本網站 

 
說明: 
(1) 行琳大師所譯；「每引 咄嚕二合 引  跛僧去 呬帝」，若參考日本網站，其音為: 

「maitropasa3hite」。梵漢大辭典中有「maitra」及「maitr1」這二字，均有 「慈

悲」之意，upasa3hita 有「相應、相契」之意。若將 maitra+ upasa3hite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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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外連音，即可得 maitropasa3hite。「咄」可發 tu，「嚕」可發 ro、ru，「每引 

咄嚕二合 引」羅馬音為 maitro，因第五轉音故，要讀成 maituro。 

 
參考日本網站 DAIZKYO DATABASE： 
毎咄嚕 
maitro 

悉曇要訣 (No. 2706) 0545a22 - 0545b22: 摩 ma 賀 hA 毎 mai
咄嚕二合引 tro 跋 pa 僧 [show] (1 hit) 

跛僧呬帝 

pasahite(原資料) 

→ pasa3hite 

0545b06: 3  Footnote   跋＝跛＜甲＞ 

 跋 僧去 呬 帝 文法豐云。摩訶彌勒簸 

毎怛唎 
maitr1 

多羅葉記 (No. 2707) 0607b18 - 0607c23: 合引娜慈 maitrI 毎

怛唎二合引緩 mand [show] (1 hit) 
咄 
tu 

三密鈔 (No. 2710) 0744a25 - 0744b01: tu 妬･都･覩･咄佛頂敦

tU 女佛頂 [show] (1 hit) 
三密鈔 (No. 2710) 0760a01 - 0760a01: ca 者 tu 咄 rbha 囉薄 gi
儗 nI 儞 [show] (1 hit) 

 

 

 

 

 

 

 

 

 

 

 

 

 

 

 

 
(2) 由以上之分析，義淨大師所譯；「迷咄嚕 鄔波僧呬羝」，「鄔波僧呬羝」其羅馬

音為 upasa3hite，以助於確認此字之首原應有 u 之音，但外連音之故而改變，

每引 咄嚕二

合  引   跛僧

去 呬帝 

maitra maitr1 upasa3hita 
→upasa3hite (位格) 

梵漢大辭典 691 692 1343 
解釋 「形容詞」，「慈、慈

愛、慈悲、好意的」

 

「陰性名詞」，「慈、

慈愍、慈念、慈心」

所引、能引、引攝、應、

相應、契、饒益、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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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們可推測前一字的字尾應有 a 之音，因為 a + u → o 以符合「嚕」發 ro

之音。因此，排除 maitr1 的可能，其分析可見下表: 

 

 maitra 與 upasa3hite  maitr1 與 upasa3hite 
外連音 maitropasa3hite maitryupasa3hite 
說明 tro 的音可以符合「咄嚕二合 引」。 

所以我們採用 maitra，並解釋為『慈悲心』 
tryu 是三合，且音較不

合。 

 
maitra 與 upasa3hite 外連音 

                      

 
maitr1 與 upasa3hite 外連音 

 

 

(3) 曇無懺大師所譯: 「摩訶彌勒簸僧祇帝」，可參考日本網站，『最勝經陀羅

尼不空云摩 賀 毎 咄嚕二合引   跋＝跛＜甲＞跋 僧去 呬 帝 文法豐

云。摩訶彌勒簸僧祇帝文陀羅尼集經同之。』  

        其義說明「摩賀毎咄嚕跋呬帝」與「摩訶彌勒簸僧祇帝」陀羅尼集經同之。

所以，我們以 maitropasa3hite 擬音。但是，我們必須提出來的是，在此「祇」音

發 hi，而「祇」音可發 ghe、tsi，或如「阿僧祇」劫，其梵文為 asa3khya，「祇」

音發 khy 或 khya。因此，我們嘗試以 upasa3khy2te 擬音研究，但義並不太適合。

此外，還牽涉到下一句「簁三博祇悕帝」，「祇」若音發 khy 或 khya，將更難找到適

當字解釋。所以，如上所述，我們參考日本網站的資料來解釋此一疑問。 

最後，若要提出解釋此一中文擬音的問題，我們可以參考諸羅馬音發音的位置

(參考下表)，因為 k、kh、g、gh、{、h 均屬「喉音」，因此，khi、、ghi、hi 之音

亦極為相近，以解釋「祇」發 hi。最明顯的例子是「婆」其音可能發 ba、bha、va，

同屬「唇音」，此外「毘」可能發 pi、bi、bhi、vi，亦同屬「唇音」。此亦可解釋同

一中文字，有不同擬音之現象。 

 

發音分類表：( 許洋主  新譯梵文佛典『金剛般若波羅蜜』(五)梵語學 頁 3 ) 

閉  音 開  音  
無聲音 有聲音 無聲音 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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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勒 
maitriya 
maitrai 
 

悉曇十二例 (No. 2703) 0464a21 - 0464b19: 合音殆似他音如 mai
彌 triya 勒 vi 毘 S [show] (1 hit) 

悉曇要訣 (No. 2706) 0523c15 - 0524a14: 三昧文 maitrai 千手經云

彌帝唎文云彌勒亦此意歟 [show] (1 hit) 
 

祇 ghe 悉曇要訣 (No. 2706) 0512c15 - 0513a12: aghebhyaH 僧祇岐曳反毘藥

文祇字雖非 [show] (2 hits) 
 

0545b05: 經陀羅尼不空云摩 賀 毎 咄嚕二合引  

0545b06: 跋＝跛＜甲＞跋 僧去 呬 帝 文法豐云。摩訶彌勒簸 

0545b07: 僧祇帝文陀羅尼集經同之。耶舍崛多云摩 
0545b08: 訶彌勒帝文盧簸僧祇帝文此勒字非入聲 

 
(4) 同樣參考上面日本網站資料，『…….摩賀毎咄嚕二合引  …跋僧去呬帝……耶舍崛

多云摩訶彌勒帝文盧簸僧祇帝文此勒字非入聲。』 

   因此，遵式大師所譯 「摩訶彌勒帝婁 簸僧祇帝」，其音可參考「摩賀毎咄嚕跋

呬帝」mah2 maitropasa3hite，在此有一疑點必須提出來的是，maitro 其音較像「彌

帝婁」，「彌勒帝婁」似乎多了「勒」的音。或者另一種可能是:遵式大師之「彌勒帝

婁簸僧祇帝」，變成如曇無懺大師所譯之「彌勒簸僧祇帝」，如此，將多了「帝婁」

二字之音。如果，從前面各句之對照中，兩位大師所譯音相同度甚高，因此，「彌勒

帝婁」以「彌勒」擬音之可能性較高。 

 

 

第十三句 

譯者 咒語漢字 重點解說 
曇無懺  醯帝   簁    三博   祇悕帝 

 hite    su  sampad  g4h1te 

             饒益有情 妙善 圓滿成就 保持 

 

1. 有「醯帝」hite。 

2. 多了「博」。 

3. 「祇」發 g4 

(詳見說明 3) 

義淨 莫訶   頡唎使         蘇僧近哩呬羝    

mah2   4=i            su  sa{g4h1te 

1. 有「莫訶頡唎使」。 

(詳見說明 1) 

 無 
氣 
音 

有 
氣 
音 

無 
氣 
音 

有 
氣 
音 

 
鼻  音

 
摩  擦  音

 
母  音 

喉音 k kh g gh v    h a   a

口蓋音 c ch j jh b  w  y i    i

e
ai

反舌音 t th d dh n j s h r r    f  

齒音 t th d dh n  s  l l  
唇音 p ph b bh m    v u   u  

 
 
o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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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聖天          完善地攝受 

行琳 摩賀引  乙 二合 史    蘇僧去 屹  二合 呬帝

十三 

mah2   4=i            su  sa{g4h1te 
大      聖天          完善地攝受 

1. 有「摩賀引  乙 二合

史」。 

(詳見說明 1) 

遵式  醯帝   簁 僧祇醯帝   

 hite    su sa{g4h1te 
饒益有情 完善地攝受 

1. 如同曇無懺大師有「醯

帝」hite。 

 

    

漢字 可能羅馬音 漢字古今音表 

頡里 4  (玹)  

頡  khit   hiat (參考附錄表一) 

唎 ra   ri     

使 =i  

蘇 su  

僧 sa3  

近 gi (參考附錄表一) 

哩 ra  ri  li  

呬  hi (參考附錄表二) 

羝 te  

簁=篩 su (參考附錄表一) 妙法蓮華經 (No. 0262) 0043x03 
- 0043x03: 篩＝簁 

博 pak (參考附錄表一) 
說明：  

(1) 義淨大師所譯「莫訶頡唎使」，曇無懺大師及遵式大師並無此音，其討論詳述如

下：        

(a) 參考日本網站 DAIZKYO DATABASE： 

 

由上表可知，頡唎應有 hr1 種子字 hr1`之音聲。 

 

(b)  在房山石經「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陁羅尼集卷第二十七，最勝大威德千臂金剛王

陁羅尼」中「乙二合」，所標示的悉曇字為「h」「玹」二合字，所以羅馬音應為「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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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所以「頡唎使」的擬音可能為 h4=i，也符合房山石經「乙 二合史」，h4=i 有『光

輝、愉悅、滿意』之意。又因 h4=i 之 hi 發音與 ki 同位置，故 hi 因為要讀成柔和，

悉曇轉讀成「頡唎使 ki4=i」，也就是 h4=i。因此 mah2  h4=i 可以解釋為『大光明聖

天』。 

 
(2) 義淨大師所譯「蘇僧近哩呬羝」，其音譯為 susa3g4h1te，「近哩」發 g4，因為

「近」有 gi 的音，「近哩」又是麁顯音之例子，「蘇僧近哩呬羝」應讀成 susa3girih1te

音。其單字解釋，如下述： 

蘇僧近哩呬羝 su sa3g4h1ta susa3g4h1ta 
→susa3g4h1te (位格) 

梵漢大辭典(頁數) 1216 1093 1242 
解釋 巧 妙 、 確 實

地、充分地、

完善地 

攝受、總持、所助 

 
sa3g4h1ta 是 sa3grah 的

「過去被動分詞」，grah

有「被補的、被接受的、

被抑制的、受歡迎的…」

之意《梵漢大辭典 466》 

被完善管理或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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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語詞變化 sa3g4h1ta 的位格為 sa{g4h1te。可以符合房山石經「僧去 屹  二合呬

帝」，其中，sa{g 所刻悉曇字為「屹 s 」 。所以依據上述的意義， su  sa{g4h1te

解釋為『完善地攝受』。與上一句配合，可以解釋為「與大慈悲心相契，大聖天完善

地攝受」。 

 

莫訶     迷咄嚕     鄔波僧呬羝     莫訶  頡唎使   蘇僧近哩呬羝 

mah2    maitra      upasa3hite    mah2  4=i       su  sa{g4h1te 
   大    慈悲心        相契          大聖天       完善地攝受 

 

  第十二句「鄔波僧呬羝」的「呬羝」為「hite」，第十三句「蘇僧近哩呬羝」的

「呬羝」為「h1te」，1 為長音，兩者應該為相同羅馬音才對，且行琳大師之「蘇僧去 

屹  二合 呬帝」，「呬帝」應為 hite，但「網路梵英字典」找不到 sa3g4hita， 所

以選用 sa3g4h1ta，其差異僅在 i 的長短音。 

  sa3g4h1te 會寫成 sa{g4h1te，其文法規則如下表所述: 

( 許洋主  新譯梵文佛典『金剛般若波羅蜜』(五)梵語學 頁 8 ) 

實 際  

規 則 

1. m + 母音 → m + 母音 

  imam +2rey →imam +2rey  
 

2. m + 遍口音子音( y r l v 0 = s h) → 3 + 遍口音子音 

  m2m + sarva → m23 + sarva 
 

3. m + 五句門子音 → 同種類鼻音 + 子音 

   sam + g4h1te →sa{g4h1te 

簡化表達

方 式 

 

1.m + 母音 → m + 母音 

 
2.m + 子音 → 3 + 子音 

      sam + g4h1te →sa3g4h1te 

結論 既使是寫作 3，實際上的發音，是變為和接著而來的子音同種

類鼻音。 

子音表 
 

喉音 k kh g gh v   h
口蓋音 c ch j jh b  w y
反舌音 t th d dh n j s r
齒音 t th d dh n  s l
唇音 p ph b bh m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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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曇無懺大師所譯「醯帝簁三博祇悕帝」，其中「醯帝」是義淨大師所無之

句，其音 hite，意為: 「利、饒益、益有情」。 

「簁=篩」，「篩」有 su 音。 

「博」亦為義淨大師所無之音，有 pak 音，「三博」擬音為 sampad，其意

為: 「成功、實現、圓滿、成就」。 

 
「祇」如第十二句說明(3)之分析，有近似於 ghi，gi 音，在此擬音為 g4，「祇

悕帝」音為 g4h1te，其意為:「保持、擁有」。 

 

曇無懺 醯帝     簁    三博     祇悕帝 

hite      su   sampad   g4h1te 

饒益有情 妙善  圓滿成就  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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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ta 
→ hite(位格) 

su sa3pad g4h1ta 
→g4h1te (位格) 

梵 漢

大 辭

典 

494 1216 1103 467 

解釋 利、饒益、益

有情  

 

hita 為 dh2 之

「過去被動分

詞」。 

巧 妙 、 確 實

地、充分地、

完善地 

成功、實現、

圓滿、成就 
保持、擁有 

 
g4h1ta 是 grah 的「過去

被 動 分 詞 」， grah 有

「抓、取、攝受、受持」

之意《梵漢大辭典 466》

 

(5) 遵式大師所譯「醯帝」，其中「醯帝」與曇無懺大師相同， 

「簁僧祇醯帝」susa{g4h1te 則與義淨大師同，並無如曇無懺大師多了「博」之音。 

 

 

第十四句 

譯者 咒語漢字 
曇無懺 三曼陀阿咃 

samantqrtha 

周遍   義利 

義淨 三曼多頞他   

samantqrtha 

周遍   義利      

行琳 三滿多遏喇他二合 十四 

samantqrtha 
周遍   義利 

遵式 三曼陀阿咃   

samantqrtha  

周遍   義利 

 

 

漢字 可能羅馬音 

三 sa   sa3 

曼 ma  ma3  man 

多 ta 

頞=遏 a    

他 tha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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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句諸大師所譯音與義，都相同。 

(2) 義淨大師所譯「三曼多頞他」，「頞」的羅馬音，可參考第八句說明(2)，「頞=

遏」發 a 音，「頞他」音發 artha。隱去 r 音。 
   (3) samanta  artha 的外連音為 samantqrtha，「三曼多」通常「多」發長音「t2」，

可以與 samantqrtha 的 tq 長音符合。 

 
單字解析 
三曼多頞他 samanta artha 
梵漢大辭典(頁數) 1076 156 
解釋 周遍、普遍、完全的

 
財利、義利、饒益、

利益事、欲求、以…

為目的、有助於… 
 

 
 
 

第十五句 

譯者 咒語漢字 
曇無懺 阿[少/兔]婆羅尼 

  anup2lane 

  保存守護 

義淨 阿奴波喇泥  

anup2lane 

 保存守護     

行琳 阿上 努播引 攞寧 十五 

anup2lane 

遵式 阿[少/兔]婆羅尼  

 anup2lane  

 

漢字 可能羅馬音  

奴 nu  no  

努 nu  n9  

波 pa     

喇 (攞) la 

ra   

三密鈔 (No. 2710) 0805a21 - 0806a06: va 沫無割反

rtta 喇哆二合 ya 也輪轉也已 [show] (1 hit) 
泥 5e  de  ni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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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 義淨大師所譯「阿奴波喇泥」，與第九句「蘇 鉢喇底晡囇」，都用「喇」，「喇」

一般是發 ra 音。若參考房山石經的「素鉢囉二合底布引  九」及「阿上 努播引 攞

寧 十五」，則用了不同的中文字，「囉」發 ra，「攞」發 la (見下面對照表)。我們依

此推測，義淨大師在這兩處所用的「喇」是不同的羅馬音，所以，在此須發 la，符

合 anup2lane，因為在字典上，anup2rana 找不到。 

 

第九句 義淨大師   蘇 鉢喇底晡囇 

行琳大師   素 鉢囉二合底布引  九 

           su  prati        p9re 

第十五句 義淨大師        阿奴波喇泥 

行琳大師   阿上 努播引 攞寧 十五 

                 anup2lane    

 

(2) 參考房山石經的「努」，其悉曇字為「弗」，羅馬音為「no」，經詞類分解(網

路梵法字典 reader)，anop2lane 是由 anu 的呼格 ano 及 p2lana 所組合，若從梵漢

大辭典頁 107，anu 有如下兩種解釋: 

 

    從上表中可知，anu 解釋 2 的名詞才有格位變化 ano (呼格)，但意思不合上下

文，所以無法採用。 

     參考日本網站「奴」的羅馬音可以為「nu」或「no」，「努」的羅馬音為「nu」，

又因為 anu 是介詞、副詞，參考文法是不能有格位變化，不能變化為呼格 ano，所

以我們採用 anup2lane。 

 

 

 

anu 解釋 1 解釋 2 
詞性 副詞      介詞   陽性名詞 
意思 (副詞)  後來，那時，復。 

(介詞) 為了某事、關於….、隨 
人名 

 
格位變換 副詞、介詞不能格位變換 其呼格 ano 

文義配合 較佳 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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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日本網站 DAIZKYO DATABASE： 

 
 

 

 
單字解析 
阿奴波喇泥 anu p2lana anup2lana 

→anup2lane (位格) 

梵漢大辭典(頁數) 107 830 114 
解釋 為 了 某 事 、 關

於….、隨 
保 護 、 擁 有 、 保

存、保管 
保存、保護、守護 

 

 

anup2lana 語詞變化表(資料來源：網路梵法字典 grammar) 

 
 
 

第十六句 

譯者 咒語漢字 
曇無懺  

義淨 莎訶 

sv2h2 

所求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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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琳 娑嚩二合 引 賀引 十六 

sv2h2 
所求圓滿 

遵式    

     
漢字 可能羅馬音 

莎 sa   

訶 ha    

嚩 va 

 

說明： 

  (1) 悉曇字的唸法有多種變化，古代多云「莎訶」，是為隱密音。近代多云「娑嚩

訶」，為麁顯之音譯。sv2h2 有『 祝福、對….賜福』之意《梵漢大辭典 1252》，祈

禱結束時的用語，祈求圓滿成就。 
 
 

 

 

(五)、附錄(咒文漢字中古音) 

 

表一 

 廣韻 上古 中古 吳語 湘
語 

客語 粵語 閩
東 

閩南 

胡結切 ɤiet ɤiet    khit   hiat 
頡 

古黠切         

當没切 tuǝt  tuǝt     tɸt   tut  
咄 

丁括切 tuat  tuɑt     tɸt   tut  

迷 莫兮切 miei miei  mi mei mi mɐi  be 

每 武罪切 muɐi me   mi  mu
ei 

bûî 

遏  at  at     at   at  

梨  li  l•ei  li      li W 
lai B 
le B 

詬 古厚切 kɔ  kǝu       kɔ  
kau  

祇 旨夷切 ••ei  t•i       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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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其謹切 giǝn( gĭ�n(      kun( 

篩 疏夷切  •i       su  

博 補各 puak  pak       pɔk  

phɔk  
poh  

 

表二 
 廣韻 集韻 可能之讀音  

呬 虛器切  hi○去 中文大辭典-冊 2-P.670 

甲、力輟切  

哷 
乙 、 劣 戌
切，與「口
＋律」○入同 

 lǝ○入、rǝ○入
lu○入、ru○入

1. 中 文 大 辭 典 - 冊
2-P.297 

2. 「口＋律」○入呂卹切 

嚕  
籠五切 lɔ、rɔ、lu、

ru 
 

頞 烏葛切 阿葛切 ua、2、â  

甲、胡結切   
頡 

乙、古黠切  

gie、kie、 
ɤie  

 丁可切  
 ta、da、dǝ 

、tǝ 
 

甲、丑亞切  中文大辭典-冊 2-P.956 
侘 

乙、敕家切 
 da、ta、�a 丑：敕久切（�hiǝи） 

敕：恥力切（�hiǝk） 
 

 

參、咒語大意及悉曇字形 

 (1)曇無懺大師版本 

南無    佛陀          南無       達摩          南無      僧伽 

namo  buddh2ya      namo    dharm2ya      nama`   sa{gh2ya 
巧伕   由湑伏         巧伕      叻愆伏         巧休     屹阞伏 

皈依      佛          皈依       法            皈依       僧 

 

南謨      室唎莫訶天女(一)    怛姪他(二)        

nama`    0r1mah2devyai      tadyath2         
巧休      冑亙扣只乳         凹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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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禮敬    妙德大吉祥天女       即說咒曰         

 

(曇無懺大師從此句開始) 

波利富樓那    遮利(三)  三曼陀   達舍尼羅佉(四)   摩訶  毘呵羅   伽帝(五) 

parip9r5a      c2re    samanta  dar0aner2kha   mah2  vih2ra   gate 
扔共朮隊      弓刑     屹亙琲     叨楝弁全几     亙扣  合扣先  丫包 

圓滿        積極作為   完全的    如虛空美妙莊嚴   大   安住    證入 

 

三曼陀     毘陀那   伽帝(六)     摩訶    迦梨     波帝     波婆禰(七) 

samanta   vidh2na  gate       mah2    k2rya    p2te      p2vane 
屹亙琲     合四巧   丫包 1      亙扣     乙搏    扒包      扒向弁 

周遍      法事教戒  通達       大       成果     保持     清淨的 

 

薩婆哆詬       三曼陀(八)     脩  鉢梨  富隷(九)   阿夜那   達摩帝(十) 

sarvqrthakau    samanta      su  pari  p9re      2y2na    dharmate 
祊楔飲儿        屹亙琲       年  扔共  朮刑      玅仲巧    盺愍包 

一切義利於大地   周遍     妙善 非常  充滿      抵達     諸法實相 

 

摩訶 毘鼓畢帝(十一)     摩訶      彌勒     簸僧祇帝(十二) 

 mahqvigopite          mah2     maitro   pasa3hite 
 亙扣合亡扑包         亙扣       伊沽    扔戌扛包 

 大   不變異           大        慈悲心   相契 

 

醯帝      簁     三博       祇悕帝(十三)      三曼陀  阿咃(十四) 

hite       su     sampad    g4h1te            samantqrtha 
扛包      年     戌扔       阯托包            屹亙阤飲 

饒益有情  妙善   圓滿成就    保持             周遍  義利 

 

阿婆羅尼(十五)        莎訶(十六) 

anup2lane              sv2h2 
狣平扒 匡弁             送扣 愋 

保存守護               所求圓滿 

 

(2)義淨大師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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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    佛陀          南無       達摩          南無      僧伽 

namo  buddh2ya      namo    dharm2ya      nama`   sa{gh2ya 
巧伕   由湑伏         巧伕      叻愆伏         巧休     屹阞伏 

皈依      佛          皈依       法            皈依       僧 

 

(義淨大師從此句開始) 

南謨      室唎莫訶天女(一)    怛姪他(二)       鉢唎脯哷拏   折囇(三) 

nama`    0r1mah2devyai      tadyath2        parip9r5a      c2re 
巧休      冑亙扣只乳         凹改卡          扔共朮隊      弓刑 

禮敬    妙德大吉祥天女       即說咒曰         圓滿        積極作為 

 

三曼        達喇設泥(四)    莫訶    毘訶囉    揭諦 (五)    

 samanta      dar0ane     mah2   vih2ra     gate 
 屹亙琲        叨楝弁      亙扣    合扣先    丫包 

 完全的        美妙莊嚴     大      安住     證入 

 

三曼哆       毘曇末泥(六)     莫訶     迦哩也     鉢喇底瑟侘鉢泥(七) 

samanta     vidhamane      mah2     k2rya      prati=6h2pane 
屹亙琲        合叻亙弁       亙扣      乙搏        盲凸炂扔弁 

完全的         除滅           大       成果         令得 

 

薩婆頞他    娑彈泥(八)      蘇鉢喇底晡囇(九)    痾耶娜    達摩多(十) 

sarvqrtha    s2dhane        supratip9re        2yana    dharmat2 
祊楔飲       州叻弁       年盲凸朮刑          玅仲巧    盺愍出 

一切利益事   成就        極善 具足          抵達      諸法實相 

 

莫訶毘俱比諦(十一)      莫訶      迷咄嚕   鄔波僧呬羝(十二) 

 mahqvigopite          mah2     maitro   pasa3hite 
 亙扣合亡扑包         亙扣       伊沽    扔戌扛包 

 大   不變異           大        慈悲心    相契 

 

莫訶   頡唎使     蘇僧近哩呬羝(十三)      三曼多頞他(十四) 

mah2   4=i         susa{g4h1te            samantqrtha 
亙扣   玹如        年屹  托包             屹亙阤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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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聖天         完善地攝受            周遍  義利 

 

 

阿奴波喇泥(十五)        莎訶(十六) 

anup2lane              sv2h2 
狣平扒匡弁             送扣 愋 

保存守護               所求圓滿 

 
 

肆、結語 

這份報告是以萬分敬謹的心，抱著恭敬學習的心態，希望藉著對咒語的研

究與學習中，能見聞受持咒語的微妙義，以契入密法的密意。因為大家對梵文

與悉曇的了解非常有限，所作的討論或提出的問題，僅是經過集思整理而成的

報告，是盡我們現在所知，作最大的努力與嘗試，錯誤或缺失之處，祈請諸佛

菩薩見諒，及十方大德不吝指正。 

在老師慈悲的帶領下，讓我們有幸得以聆聽教誨，於菩提道上時時接受嶄

新的學習，特別是透過小組的合作，讓大家有共同攜手向前的美好經驗，更能

體會老師的苦心。非常感恩老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