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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曇密教- 咒語研究考證 

     課誦本相關咒語(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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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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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善女天咒」，課誦本的十小咒之一(大吉祥天女神咒)。本研究分析比較四個出

處，二篇是曇無懺法師及義淨法師所「譯」，二篇是行琳法師及遵式法師所「集」，

曇無懺法師譯的時間最早，而遵式法師集《金光明懺法補助儀》，是現在課誦本所用，

互相都有一些差異 ( 請參考報告內容中「咒語比對分析」)。我們覺得由曇無懺法

師及義淨法師兩法師親自所譯的，可能比較接近原始咒語，並且另外兩位法師所集

的年代比較晚，所以選擇年代比較早的曇無懺法師及義淨法師所譯的版本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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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兩位法師的版本比較，曇無懺法師所譯的版本中沒有「南謨室唎莫訶天女 怛

姪他」，「南謨室唎莫訶天女」是禮敬大吉祥天女，「怛姪他」是咒語的啟始，其餘三

個版本都有這兩句，我們覺得有這兩句加上，更能符合咒語的完整性。 

另外，因為房山石經註有「二合、引」等發音的標註，有助於漢字轉羅馬音的

判斷，例如標註「引」表示該字要發長音，並且房山石經也標示斷句，可以做為參

考，而義淨法師的版本與房山石經相類似，因此我們選擇唐朝義淨法師所譯的做為

悉曇文的主要版本 ; 因為曇無懺法師與義淨法師的譯音有許多不同，所以我們選擇

將其另外顯列，分別在 參、咒語大意及悉曇字形，並以(1)曇無懺大師版本，(2)

義淨大師版本，分開顯示其咒句大意。  

過程中我們是利用網路工具來查證，並且也參考十方大德的著作。經本組研討

結果，初步認為漢字、羅馬字注音、咒義粗淺略意義等如下 (義淨大師版本)，惟悉

曇字讀古音要依漢字注音去揣摩而讀，則不在本研究所述範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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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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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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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壹、參考資料 

貳、研究內容與討論 

參、咒語大意及悉曇字形 

肆、結語 

 

壹、參考資料 

(一)、《梵漢大辭典》嘉豐出版  林光明先生編 

(二)、《漢字古今音表》中華書局  李珍華、周長楫編撰 

(三)、 佛光大辭典(光碟版)第三版 

(四)、《CBETA 電子佛典 2007》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五)、 網路梵法字典   

      《http://sanskrit.inria.fr./DICO/sandhier.html》 

(六)、 網路梵英字典 《http://webapps.uni-koeln.de/tamil》 

(七)、 DAIZKYO DATABASE      

      《http://21dzk.l.u-tokyo.ac.jp/SAT/index_en.html》 

(八)、《梵語初階》法鼓文化  釋惠敏 釋齎因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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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許洋主  新譯梵文佛典『金剛般若波羅蜜』(五) 

       梵語學 

(十)、 法爾《梵漢對照合輯》 

 

貳、研究內容與討論 

(一)、咒語出處 

(二)、經咒緣起 

(三)、各版本咒語比對分析 

(四)、各句比較分析 

(五)、附錄(咒文漢字中古音) 

 

(一)、咒語出處 

咒語出處的選取，有下列考量的因素： 

1. 曇無懺法師譯的時間最早。 

2. 唐義淨法師所譯的咒音，本報告以其為主，因為羅馬拼音與中文字音相

近度極高。 

3. 房山石經行琳集有長短音、合字標示，可以作為佐證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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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宋遵式集《金光明懺法補助儀》，現在課頌本所用中文字音(佛教出版社，

陳文富編輯。)，與其極為相近，除了很少數中文用字不同，但音卻是一樣的。 

 
編

號 
出處 年代 譯

者 
原經文 

1 大正新脩大

藏 經 第  16 
冊  345《金

光明經》 

北 涼

(385 ～

433)  

曇

無

懺  

譯 

波利富樓那遮利 三曼陀達舍尼羅佉 摩訶毘

呵羅伽帝 三曼陀毘陀那伽帝 摩訶迦梨波帝

波婆禰 薩婆哆詬 三曼陀 脩鉢梨富隷 阿

夜那達摩帝 摩訶毘鼓畢帝 摩訶彌勒簸僧祇

帝 醯帝簁三博祇悕帝 三曼陀阿咃 阿婆

羅尼 
2 大正新脩大

藏 經 第  16 
冊 439《 金

光明最勝王

經》 

唐 (635

～713)  

義

淨 

譯 

南謨室唎莫訶天女 怛姪他 鉢唎脯哷拏折囇

三曼 達喇設泥(去聲下皆同爾) 莫訶毘訶囉揭諦

三曼哆毘曇末泥 莫訶迦哩也 鉢喇底瑟侘鉢

泥 薩婆頞 他娑彈泥 蘇鉢喇底晡囇 痾耶

娜達摩多莫訶毘俱比諦 莫訶迷咄嚕 鄔波僧

呬羝 莫訶頡唎使 蘇僧近(入聲)哩呬羝 三曼

多頞他 阿奴波喇泥 莎訶 

3 房 山 石 經

《大吉祥天

女增益陁羅

尼》 

唐 (898

～1146) 
行

琳  

集 

曩謨室哩二合摩賀引祢去吠曳二合引一怛你也二合他

引二跛哩布引拏二合左引三三滿多捺捨二合寧

四摩賀引 尾賀引囉蘖帝五三滿多尾馱麼寧六摩賀

引迦引哩野二合鉢囉二合底瑟姹二合引跛寧七薩嚩遏

他二合娑引馱寧八素鉢囉二合底布引九阿去引演

曩達磨跢引十摩賀引尾遇引畢帝十一摩賀引每引咄

嚕二合引 跛僧去呬帝十二摩賀引 乙二合史蘇僧去

屹二合 呬帝十三三滿多遏喇他二合十四阿上努播引

攞寧十五娑嚩二合引賀引十六 
4 大正新脩大

藏 經 第  46 
冊  959《金

光明懺法補

助儀》 

宋 (964

～1032) 
遵

式  

集 

南無佛陀南無達摩南無僧伽   南無室利摩訶提

鼻耶 怛儞也他 波利富樓那遮利 三曼陀達舍

尼   摩訶毘訶羅伽帝 三曼陀毘尼伽帝 摩訶

迦利野 波禰波羅波禰 薩利嚩栗他 三曼陀

修鉢梨帝 富隸那阿夜那達摩帝 摩訶毘鼓畢

帝 摩訶彌勒帝 婁簸僧祇帝 醯帝簁 僧祇

醯帝 三曼陀 阿咃 阿婆羅尼(遍數訖起一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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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咒緣起 

依據《金光明最勝王經》摘錄如下： 

1.發願： 

世尊！我念過去有琉璃金山寶花光照吉祥功德海如來、應、正等覺，十號具足。

我於彼所，種諸善根。由彼如來慈悲愍念威神力故，令我今日隨所念處，隨所視方，

隨所至國，能令無量百千萬億眾生受諸快樂。乃至所須衣服、飲食、資生之具，金

銀、琉璃、車磲、瑪瑙、珊瑚、虎珀、真珠等寶，悉令充足。(唐義淨譯，《金光明

最勝王經大吉祥天女品第十六》《大正藏》第十六冊頁 438 下)  

 

2.恭敬心啟請： 

爾時，大吉祥天女，復白佛言：世尊！北方薜室羅末拏天王城名有財，去城不

遠有園名曰妙華福光。中有勝殿，七寶所成。世尊！我常住彼。若復有人，欲求五

穀日日增多，倉庫盈溢者。應當發起敬信之心，淨治一室，瞿摩(gomaya，淨牛糞)

塗地。應畫我像，種種瓔珞周匝莊嚴，當洗浴身著淨衣服，塗以名香，入淨室內，

發心為我每日三時，稱彼佛名及此經名號，而申禮敬。南謨琉璃金山寶花光照吉祥

功德海如來，持諸香花及以種種甘美飲食，至心奉獻。亦以香花及諸飲食供養我像。

復持飲食，散擲餘方，施諸神等。實言邀請大吉祥天，發所求願。若如所言是不虛

者，於我所請勿令空爾。于時吉祥天女，知是事已，便生愍念，令其宅中財穀增長。

即當誦呪請召於我。先稱佛名及菩薩名字，一心敬禮。南謨一切十方三世諸佛 南

謨寶髻佛……。敬禮如是佛菩薩已。次當誦呪請召我大吉祥天女。由此呪力，所求

之事皆得成就。即說呪曰。南謨室唎莫訶天女 怛姪他……。《金光明最勝王經大吉

祥天女品第十七》《大正藏》第十六冊頁 43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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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版本咒語比對分析 

為了整個研究方向的判定，我們先將此四位大師之譯音作一比對與分析，並嘗

試擬音與暸解每一字句之義，如下所示: 

 
譯者 中文與羅馬譯音 附註 

曇無懺 

義淨     

行琳 

遵式    南無  佛陀   南無  達摩    南無   僧伽 

     namo buddh2ya namo dharm2ya  nama` sa{gh2ya →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曇無懺 

義淨    南謨     室唎     莫訶       天 女        

        nama`   0ri      mah2      devyai 
行琳    曩謨    室哩二合  摩賀引 祢去 吠曳二合 引 一

        nama`   0ri      mah2      devyai 
遵式    南無     室利     摩訶        提鼻耶    

        nama`   0ri      mah2      devyai        

→ 禮敬 妙德 大吉祥天女 

曇無懺 

義淨    怛姪他  

        tadyath2 
行琳    怛你也二合他引二 

        tadyath2 

遵式    怛儞也他 

        tadyath2 

→ 即說咒曰 

曇無懺  波利富樓那       遮利  

        parip9r5a         c2re 

義淨    鉢唎脯哷拏       折囇  

        parip9r5a         c2re 
行琳    跛哩布引拏二合   左引三 

        parip9r5a         c2re 

遵式    波利富樓那        遮利  

        parip9r5a         c2re 

→ 圓滿   積極作為 

曇無懺  三曼陀           達舍尼羅佉 

        samanta         dar0aner2kha 
義淨    三曼           達喇設泥 

        samanta         dar0ane 
行琳    三滿多           捺捨二合寧  四 

        samanta         dar0ane 

多了「羅佉」。 

→ 完全的如虛空美妙莊嚴 

→ 完全的 美妙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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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式    三曼陀           達舍尼 

        samanta         dar0ane 

曇無懺  摩訶        毘呵羅         伽帝  

        mah2       vih2ra         gate 
義淨    莫訶        毘訶囉         揭諦  

        mah2       vih2ra         gate 
行琳    摩賀引       尾賀引囉       蘖帝  五 

        mah2       vih2ra         gate 

遵式    摩訶        毘訶羅         伽帝  

        mah2       vih2ra         gate 

→ 大  安住  證入 

曇無懺  三曼陀      毘陀那         伽帝 

        samanta    vidh2na        gate 

義淨    三曼哆      毘曇末泥 

        samanta    vidhamane 
行琳    三滿多      尾馱麼寧 六 

        samanta    vidhamane 

遵式    三曼陀      毘尼           伽帝 

        samanta    vin1            gate 

 
→ 周遍 法事、教戒   通達

→ 周遍   熄滅，斷除 

→ 周遍   熄滅，斷除 

→ 周遍 教化、調伏  通達

曇無懺  摩訶    迦梨         波帝     波婆禰  

        mah2   k2rya        p2te      p2vane 
義淨    莫訶    迦哩也       鉢喇底    瑟侘鉢泥 

        mah2   k2rya        prati      =6h2pane 
行琳   摩賀引   迦引哩野二合  鉢囉二合  底瑟姹二合引

跛寧七 

        mah2   k2rya        prati      =6h2pane 

遵式   摩訶     迦利野       波禰      波羅波禰  

        mah2   k2rya        p2ne      pr2pa5e 

→ 大 成果 保持 清淨的 

→ 大 成果 各各 建立 

→ 大 成果 各各 建立 

→ 大 成果 保持 令得 

曇無懺  薩婆哆詬             三曼陀     

        sarvqrthakau          samanta 
義淨    薩婆頞他             娑彈泥   

        sarvqrtha             s2dhane 
行琳    薩嚩遏他二合        娑引 馱寧 八 

        sarvqrtha             s2dhane  

遵式    薩利嚩栗他           三曼陀   

        sarvqrtha             samanta 

多「詬」 

→ 一切義利於大地  周遍 

→ 一切義利  成就 

→ 一切義利  成就 

→ 一切義利        周遍 

曇無懺  脩   鉢梨           富隷 

        su   pari            p9re 
義淨    蘇   鉢喇底         晡囇 

        su   prati           p9re  
行琳    素   鉢囉二合底      布引 九 

        su   prati           p9re 

→ 妙善   非常  充滿 

→ 妙善   各各  充滿 

→ 妙善   各各  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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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式    修   鉢梨帝         富隸那 

        su   pari (?)         p9r5a  → 妙善   非常  充滿 

曇無懺  阿夜那               達摩帝      

        2y2na               dharmate  
義淨    痾耶娜               達摩多  

        2y2na               dharmat2  
行琳    阿去引 演曩               達磨跢引 十 

        2y2na               dharmat2 

遵式    阿夜那              達摩帝  

        2y2na               dharmate   

dharmate 為 dharmat2 的呼

格。 

→ 抵達  諸法實相 

曇無懺  摩訶       毘鼓畢帝  

        mahq      vigopite  
義淨    莫訶       毘俱比諦  

        mahq      vigopite 
行琳    摩賀引      尾遇引畢帝 十一 

        mahq      vigopite       

遵式    摩訶       毘鼓畢帝 

        mahq      vigopite         

→ 大  不變異 

曇無懺  摩訶       彌勒             簸僧祇帝  

        mah2      maitro            pasa3hite  
義淨    莫訶       迷咄嚕           鄔波僧呬羝  

        mah2      maitro            pasa3hite 
行琳    摩賀引       每引 咄嚕二合 引  跛僧去 呬帝十二

        mah2      maitro            pasa3hite 

遵式    摩訶       彌勒帝婁         簸僧祇帝 

        mah2      maitro            pasa3hite 

→ 大  慈悲心  相契 

曇無懺  醯帝                簁   三博    祇悕帝  

        hite                 su  sampad  g4h1te 
義淨    莫訶     頡唎使     蘇僧近哩呬羝  

        mah2     4=i        susa{g4h1te  

行琳    摩賀引    乙二合史  蘇僧去屹二合呬帝十三

        mah2     4=i        susa{g4h1te 

遵式    醯帝                    簁僧祇醯帝 

        hite                 susa{g4h1te 

→饒益有情 妙善 圓滿成就 保持

→大  聖天  完善地攝受 

→大  聖天  完善地攝受 

→饒益有情  完善地攝受 

曇無懺  三曼陀  阿咃 

        samantqrtha  
義淨    三曼多  頞他 

        samantqrtha 

行琳    三滿多  遏喇他二合十四 

        samantqrtha 

遵式    三曼陀  阿咃 

→周遍   義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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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antqrtha 

曇無懺  阿婆羅尼  

        anup2lane  
義淨    阿奴波喇泥 

        anup2lane 
行琳    阿上努播引攞寧 十五 

        anup2lane 

遵式    阿婆羅尼 

        anup2lane 

→保存守護 

曇無懺    

義淨    莎訶  

        sv2h2 
行琳    娑嚩二合 引 賀引 十六 

        sv2h2 

遵式     

→所求圓滿 

 

觀察以上對照表，我們可以有幾點的結論，試簡單分析如下： 

1. 整體譯音比較 

◎ 曇無懺法師與遵式法師所譯音很接近，義淨法師與行琳法師則極為相似。 

◎ 只有房山石經行琳法師集加上二合、引等標註，此外，只有房山石經有斷句，

故以之作為佐証的依據。 

◎ 依照上面兩點的結果，對照表所呈現的，主要在比較曇無懺法師與義淨法師

的譯音，作為本研究主題方向的判定。 

2. 曇無懺法師與義淨法師所譯咒音語句之比較 (編號參考行琳法師所斷句) 

◎ 比較之處是從 tadyath2 之後，亦即主要的咒語部份。 

◎ 多出字音，但義不明者，計有下列幾處： 

(四)、多「羅佉 rakha」。 

   (八)、多「詬 kau」。 

   (十三)、多「博 pa、po」。 

   均為曇無懺法師所譯而明顯多出的字音，在字典上可找到適當字解釋，詳細分

析見各句之討論。 

◎ 僅尾音不同，而有不同格位，其差異不大。 

(十)、達摩帝→dharmate。 房山石經 「達磨跢引 十」→  dharmat2。 

dharmate 為 dharmat2 的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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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同文句，文義不同，詳細分析見各句之討論。 

 

●結論 

1. 因為曇無懺大師與義淨大師譯音有很多不同之處，所以我們選擇在叁、咒語大意

及悉曇字形，並以(1)曇無懺大師版本，(2)義淨大師版本，分開顯示其咒句大

意。  

2. 咒語漢字的羅馬音，我們主要是參考法爾《梵漢對照合輯》，另有《漢字古今音

表》與日本網站 DAIZKYO DATABASE，以補不足之處。 

 

 

(四)、各句比較分析 

 

第一句 

曇無懺 

義淨    南謨     室唎     莫訶       天 女            

        nama`   0ri      mah2      devyai 
行琳    曩謨    室哩二合  摩賀引 祢去 吠曳二合 引 一 

        nama`   0ri      mah2      devyai 
遵式    南無     室利     摩訶        提鼻耶    

        nama`   0ri      mah2      devyai      
 
漢字轉羅馬音： 

南謨       室唎     莫訶   天女 
nama`     0ri      mah2  devyai  
禮敬       妙德     大吉祥天女 

說明： 

 

(1) namas 原形有『禮敬』之意《梵漢大辭典 764》。依文法的連音規則，當「s、r 」

在一個字的末尾時，而緊接在後的字，其字首為「 0、=、s」時，「s、r」會轉

變為「`」，因此 namas 0ri 變成 nama` 0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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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室唎」的羅馬音 

 

 

漢字 可能羅馬音 

室 ci   0a  01 

唎 ri 

 
單字解析 
室唎 0r1 
梵漢大辭典(頁數) 1199 
解釋 妙德、殊勝、妙相、

吉祥 

在房山石經裡「室哩二 合」沒有標示長音「引」，參考日本網站 DAIZKYO 

DATABASE「室哩」無論是否長音，皆為「0r1 冑」。唯 0r1 用在呼格上有兩種詞，

一為 0r1`，一為 0ri，如用 sandhi 引擎與後詞 mah2 連結，顯然是後者始能合乎其

音，故此處選用 0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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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h2 是『 大』《梵漢大辭典 676》，源自於 mahat 一字，本字還有重要、高貴，

有權勢之謂。 

(4) 天是 deva，本是光明之義，因諸天都會發音故。dev1 是陰性，代表女天。要找

出「天女」的梵字，我們是參考房山石經的「祢去吠曳二合引」，「祢」悉曇字為「叨」，

羅馬音為 da，因有標示「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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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日本網站 DAIZKYO DATABASE：「祢」為「de  只」。 

 

 

漢字 可能羅馬音 

祢 de  di 

吠 ve  vai  be 

曳 ye  yai 

 

參考日本網站 DAIZKYO DATABASE「天女可以為 dev1 或 de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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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參考佛光大辭典「天女 dev1」 

 

 

 

dev1 及 devi 詞類分解(網路梵法字典 reader) 

 

                 

 

單字解析 
天女 deva dev1 devi devyai 
梵漢大辭典

(頁數) 
358 362   

解釋 形容詞，意

思 為 「 天

的 ， 神 聖

的，天，天

神」 

是 deva 的陰性

詞意思為「女神」

是 dev1 的 呼 格

(Vocative) 

devyai 是 dev1 的

與格(Dative) 

 

日本網站顯示 dev1 及 devi 兩種，房山石經中「祢去吠曳二合引」，「祢去吠」較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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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曳」漢字要翻何字，要仔細推敲。我們覺得「devyai」比較能符合房山石經

的「祢去吠曳二合引」，惟「「vye 吠曳」漢字顯然更符合此二合字，咒語「吠曳」翻

成「vye」較多，是可以從動詞-1/-2 變化現在式中找到 devye(詳下圖)，但因為「devyai」

除 vy 符合二合外，ai 為雙母音更符合長音引，雖此曳 ye 字亦有長音，且「曳」於

藏經亦有數處被翻成 yai，並且八大詞類變化中有「devyai」，且是為「與格」，能代

表被禮敬的對象。遵式大師用「提鼻耶 devy2 或 devy2`」可能是具格或屬格，但

語詞變化意思不明，不如上述與格來得明確。   

 

dev1 語詞變化表(資料來源：網路梵法字典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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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句 

曇無懺 

義淨    怛姪他  

        tadyath2 
行琳    怛你也二合他引二 

        tadyath2 

遵式    怛儞也他 

        tadyath2 
漢字轉羅馬音： 

怛姪他 
tadyath2 
即說咒曰 

 

說明：                

漢字 可能羅馬音 漢字古今音表(中華書局) 
怛 ta    

姪 ti、di、 diet (上古音擬音)  tit   tih 

他 tha   th2(他引)  

你  ni   n   nei 

儞 5i  ni  

也 ya  

如果參考房山石經「你也二合」，「你」會有「n」的音，另外「儞」也是有「n」的音，

但沒有找到適當的字。「姪」可能的音為 「 d」或「t」，參考日本網站 DAIZKYO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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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dyath2  詞類分解(網路梵法字典 reader) 

               

 
單字解析 
怛姪他 tad yath2 tadyath2 
梵漢大辭典(頁數) 1266 1507 1266 
解釋 其、此、彼 

tat + yath2 會變成

tadyath2 

 

如、如是、如此 例如、譬如、所謂 

 
tadyath2 可以解釋

為『即說咒曰』 
 
 

第三句 

曇無懺  波利富樓那       遮利  

        parip9r5a         c2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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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淨    鉢唎脯哷拏       折囇  

        parip9r5a         c2re 
行琳    跛哩布引拏二合   左引三 

        parip9r5a         c2re 

遵式    波利富樓那        遮利  

        parip9r5a         c2re 
漢字轉羅馬音： 

鉢唎脯哷拏            折囇  

parip9r5a             c2re  
圓滿                 積極作為 

 

說明： 

漢字 可能羅馬音 漢字古今音表 

鉢 pa puat 

唎 ri li ri 

脯 pu Bu  phu  phou  fu 

哷 ru lu  ru (參考附錄表二) 

拏 5a  na  nu  7a  7ha  

折 ca  ja   

囇 re  

 
單字解析 
(1) 
鉢唎脯哷拏 pari p9r5a parip9r5a 
梵漢大辭典(頁數) 850 990 862 
解釋 在周圍、充分地、

完全、非常地、普

滿、充滿、盛滿、

滿足 
滿、圓滿、普滿 

(parip9r5a 符 合 房

山石經「布引」，哷

音為 ru，parip9r5a

符合「拏二合」) 

 

依行琳大師所翻，此句是跛哩布引拏二合左引三，顯然是 parip9r5a c2re。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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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淨大師所翻為「鉢唎脯哷拏」，羅馬字翻為「parip9r5a」，其二合字 r5a 為何讀作

ru5a？是加他摩多音(母音 m2t4k2)來讀，此處借 p9 之第五轉音 u 來轉讀，這樣 p9r5a

就要讀成 paripuru5a 了。 

 
(2)c2ra 
折囇 c2ra cara c2re 與 care 選用 
梵漢大辭典(頁數) 314 314  
解釋 進行、活動、行、作

為，c2re 是  c2ra

的位格(locative) 

移動、行動、行、

探偵 
兩者意義相近，房

山石經「左引」有

長音，所以我們選

用 c2re 
 

本句 c2ra 各大德所翻又不一樣，曇無懺、遵式大德翻遮利(cari 或 care)，義淨

大師翻折囇將 care 之遮 ca 轉七轉音，轉成 cere 音，此係因後字音 re 之 e 音而轉，

悉曇密意就在於此中。行琳大師翻為「左引 c2re」，「左」並不轉音，唯用長音發

聲。c2ra、cara 在語意上並無大不同─行動、運轉，但 c2ra 若是用 reader 去解詞，

就可能出現 ca+ara，ca 者是朝…樣地做動作，ara 則是快速樣，所以 c2ra 是有更

積極行動之意。 

c2ra 語詞變化表(資料來源：網路梵法字典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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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句 

曇無懺  三曼陀           達舍尼羅佉 

        samanta       dar0aner2kha 
義淨    三曼           達喇設泥 

        samanta         dar0ane 
行琳    三滿多           捺捨二合寧  四 

        samanta         dar0ane 

遵式    三曼陀           達舍尼 

        samanta         dar0ane 

多了「羅佉」。 

→ 完全的如虛空美妙莊嚴  

→ 完全的 美妙莊嚴      

漢字轉羅馬音： 
三曼         達喇設泥  

samanta       dar0ane 

完全的        美妙莊嚴 

 

說明：          

漢字 可能羅馬音 

三 sa     sa3 

曼 ma    ma3    man 

 多 ta   ta` 

達 da    dha   

喇 ra      ri 

設 0a     01 

泥 5e    de   ni   ne 

 

 (1) 曇無懺、遵式大師翻三曼陀、行琳大師翻三滿多，上等音皆是 samanta

無疑義。義淨大師翻三曼「」，較有問題的是三曼「」，若取用陽性單數變化，

就有 samanta`之 ta`()音，唯連結後字 dar0ane 會形成 samantodar0ane，「」

悉曇藏中有讀成 ta`，但有否可能讀成 to，則不得而知。若參考房山石經的「多」

羅馬音為「ta」。samanta 有『周遍、普遍、完全的、整個、全部』之意《梵漢大辭

典 1076》。其中 sa 借 ma 之 m 音來成自聲，故讀「三 sam」，ma 與大空音 n，唸

快一點就形成曼 man 之聲，此處大空音要唸 an(安)之聲，這是悉曇之密音，不可不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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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曇無懺大師翻為「達舍尼羅佉」，義淨大師翻「達喇設泥」，行琳大師翻「捺

捨二合寧」，遵式大師翻「達舍尼」。「達」音有三人翻，經查「達」者有較可能是

dha 之音，唯 dhar0ana 無此詞。而房山版用「捺」漢注音，很明顯地有 da 的音，

詳下圖資料。既然房山版用「捺捨二合寧」，本詞句就有可能是 dar0ane。行琳大

師以麁顯音全現而出，曇無懺大師翻為「達舍尼羅佉」，遵式大師翻「達舍尼」隱密

(r)音，義淨大師將二合字 r0a 直接翻本音 a 音而出，所以就有「達喇設泥」之讀句，

要讀成 dara0ane。但房山石經版裡用「」音，捺捨二合寧，要讀成第三轉音，

dari0ane。結論是您採用哪個版本，就要照其漢注音而讀音，不能依梵字音而亂讀

悉曇音。 

「達」字、「捺」字是 da 之證明： 

 

 
 

 

 

達舍尼 dar0ane 之翻譯 

達喇設泥 dar0ana dar0ane 
梵漢大辭典(頁數) 350  
解釋 見照、覩見、見知、

顯現、端莊、美妙 

是  dar0ana 的 位 格

(locative) 
 

(3)再談尼、泥、寧是何音？尼字一般為 5i 之音，如 dh2ra51，泥字一般 ni 為 ni，如

泥洹 nirv25a，查字典 d2r0anika 有認識、了解、熟識，但房山版是列出 dar0ana。

現查三密鈔中指出，寧、泥、有 ne 之音，所以 dar0ane 應是無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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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0ana 有外表端莊、美妙等義，語詞變化表(資料來源：網路梵法字典 grammar)。

dar0ane 者不是此表位格，而是與後詞 ir2kha 連結而成。 

 

 

(3)羅佉 

 四翻譯本中只有曇無懺大師加有「羅佉」一句，前句 dar0ana，後接「羅佉」

應能有相連詞呼應之義。試用 reader 作辭類分析 dar0aner2kha，分析結果得如下

之解：dar0ana + ir2 + kha，dar0ana 為有外表端莊、美妙等義，ir2 為樂於、安慰；

鼓勵，鼓舞，支持義。kha 者為虛空義，亦是不執取虛空義，是為究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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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句 

曇無懺  摩訶        毘呵羅         伽帝  

        mah2       vih2ra         gate 
義淨    莫訶        毘訶囉         揭諦  

        mah2       vih2ra         gate 
行琳    摩賀引       尾賀引囉       蘖帝  五 

        mah2       vih2ra         gate 

遵式    摩訶        毘訶羅         伽帝  

        mah2       vih2ra         gate 

漢字轉羅馬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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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訶       毘訶囉揭諦  

mah2      vih2ragate  

大         安住  證入 

說明： 

 

漢字 可能羅馬音 漢字古今音表 

毘 pi  bi   bhi   vi vi 

訶 ha ha 

囉 ra ra 

揭伽 ga、khe   kiat  kiah   

諦 te  

 

(1) mah2 『大』《梵漢大辭典 676》 

(2)若採用「 揭 khe」，「揭諦」會找不到適當的字，參考日本網站 DAIZKYO 

DATABASE，我們選用「gate」。 

 
 

 

vih2ragate 詞類 reader 分解(網路梵法字典 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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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字解析 

毘訶囉揭諦 vih2ra gata vih2ragata 
梵漢大辭典(頁數) 1423 452 1423 
解釋 安住、靜住、行住，

符合房山石經「尾

賀引囉 」的長音。

vih2ra 通常稱為道

場、寺院 

證得、已行、已到、

悉在、處於、徹、

通達。gate 是 gata

的位格(locative) 

在住位、修行位上，

vih2ragate 可以解

釋為『入於道中安住

中』 

 

gata 語詞變化表(資料來源：網路梵法字典 grammar)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