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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曇密教－咒語研究考證 

課誦本十小咒（之5） 

「拔一切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羅尼」之探討(2) 

 

題目：拔一切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羅尼（往生咒）之探討 

指導師父：上善下祥 比丘 

組員：法爾悉曇研究班           心照 居士 

 

三、各句詳釋 

第二段落（之 1） 

04-06 句：阿彌唎都婆毘 阿彌唎哆 悉耽婆毘 
要旨：甘露現起、甘露成就。 
（備註：關於甘露之產生和成立；甘露涉及「產生」、甘露涉及「成就產生」） 
 

第 04 句：阿彌唎都婆毘 

（本句表面上看似由「阿彌唎都」與「婆毘」所組成，但實際上暗藏三個成分。） 

（1）阿彌唎都： 
 擬音：阿 a，彌 m，唎 4，都 to。阿彌唎都 am4to。（「to」擬作「都」的例

子不少，參見下表所示。） 

 語法變化：本來是 am4ta，但因為後面加上 ud-，就變成 am4t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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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4ta 有「不死、不滅」之意。若當名詞解釋，其格位變化是原形，也是陽

性、單數、呼格。 

   
 意義：am4ta 一般譯為不死的、不滅的；經典則譯作甘露、醍醐、佛法妙味。

（下方有完整釋義，可參見。） 

 
至於 ud，是接頭詞，通常解釋成

「在…之上」、「在…之外」，可與動

詞、名詞、形容詞連用，這裡將跟

底下的 bhave「婆毘」合成 udbhave

一詞。 

   

（2）婆毘： 

 擬音：婆 bha，毘 ve。婆毘 bhave。（本句的阿彌唎都婆毘，與第 06 句的

悉眈婆毘，當中「毘」皆發 ve 的音。這類例子經典上也可見到。） 

 

 語法變化：bhave 是由 bhava 演變而來；而前方加上接頭詞 ud 就變成

udbhave。格位是陽性、單數、位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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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義：起源、出生、出現、成長、生長地；經文常譯作「生、有、現、起」。 

   
 用法：「位格」一般理解為「在……之上」，或者「涉及……主題」之意，以

及「建立或安住於某處所、某地位、某狀態」。所以 udbhave 在這裡可以直

譯為「在產生之上」，或者解釋成「安住於產生的狀態之上」。（位格用法如

下表所示。） 

   

（3）全句： 

 擬音：阿彌唎都婆毘，am4ta 加上 udbhave 讀作 am4todbhave。 

   

  （tod-僅擬音為「都」，d 隱藏沒翻出，這是比較特別之處。） 

 語法變化：由 am4ta（iic 接頭詞）加上 udbhave（位格），成為複合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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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義：「甘露於產生上」、「於甘露所產生」、「甘露安住在產生的狀態上」。 

 

第 05、06 句：阿彌唎哆 悉耽婆毘 

（此處將「阿彌唎哆」與「悉耽婆毘」兩句合併探討） 

第 05 句－－阿彌唎哆：  

 擬音：阿 a，彌 m，唎 4，哆 ta。阿彌唎哆 am4ta。 

 語法變化：本字乃是原形，或者陽性、單數、呼格。 

 意義：即甘露之意。 

第 06 句－－悉耽婆毘： 
（此處先分成「悉耽」與「婆毘」來闡釋） 

（1）悉耽：（求那跋陀羅版作「悉眈」） 
 擬音：悉 si，耽 tam。悉耽 sitam。（「耽」的中古音為 tom，而悉

曇擬音則包括：ta、t2、tam、t2m、ta3。見下圖所示。） 

 

《漢字古今音表》P.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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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法變化：sitam 是 sita 的陽性、單數、與格。 

  

 

 意義：sita 可解釋作光明的、清澈的、透明的、明淨的、明晰的、

明朗的、明亮的、清楚的、明白的、清晰的。且因為是「與格」，所以在這

裡可解釋「為了清澈光明」。 

   

 用法：「與格」又稱「為格」，其一般意義是：(1) 表達「動作目的」(2) 
作動作的「間接受詞」  (3) 表達動作「利益的對象」。因此在這裡就

可以視作「為了清澈光明」。   

（2）婆毘：（可參見第 04 句） 

 擬音：婆 bha，毘 ve。婆毘 bhave。 

 語法變化：bhave 由 bhava 變來，格位是陽性、單數、位格。 

 意義：生起。 

 用法：因其為「位格」，故有「在……之上」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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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句： 

 擬音：悉耽婆毘 sita3bhave。 

 語法變化：sitam(與格)＋bhave(位格)＝sita3bhave。當中的 m 變成 3，較

為特殊。 

   
 意義：悉耽婆毘此乃複合詞之持業釋，前者是後者的修飾、屬性、性狀，故

在此意義為「為了在光明上生起」，也就是「為了於光明現起上」之意。第

05、06 句合譯－－ 

 阿彌唎哆 悉耽婆毘： am4ta  sita3bhave 甘露為了在光明上生起。 

※  補充參考－－坊間可見「悉耽」的另一種擬音與解釋： 
 擬音：悉 si，耽 ddham，悉耽 siddham。雖然「悉耽」二字的組合，在經

典中也數見不鮮，可是並沒有太多證據指向「悉耽」就是「悉曇」，（勉強找

出如下一例：「法藏悉耽味」，較有可能是在講悉曇而已。）此外，耽字作

ddham 的擬音也十分罕見；加上在《陀羅尼集經》中，同時用上「曇」與

「耽」，表示二字仍有不同。故此處也只能聊備一格，僅供參考。 

   

   

 語法變化：siddham 是 siddha 的陽性、單數、與格。 
 意義：成、先成、成已、成立、得成、成就。 

 若悉耽採用另一種擬音 siddham 的話，則是 siddham(與格)＋bhave(位格)
＝siddha3bhave，解釋為：「為了在成就產生上」、「為了於成就現起上」。

而 am4ta siddha3bhave 便是「甘露為了於成就現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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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落（之 2） 

07-10 句：阿彌利哆 毘迦蘭諦  阿彌唎哆 毘迦蘭哆 
要旨：甘露強大，甘露勇健。  
（備註：羅什版缺「阿彌利哆 毗迦蘭諦」二句。此部分乃是談關於甘露之強大

與有力。） 
 

第 07、08 句：阿彌唎哆 毘迦蘭諦 

（羅什版無此二句，但因坊間流通版有之，故仍列出一併探討。此處將「阿彌唎

哆」與「毘迦蘭諦」兩句合併探討。前者內容可參考第 05 句。） 

第 07 句－－阿彌唎哆：  

 擬音：阿 a，彌 m，唎 4，哆 ta。阿彌唎哆 am4ta。 

 語法變化：本字乃是原形，或者陽性、單數、呼格。 

 意義：即甘露之意。 

第 08 句－－毘迦蘭諦： 
擬音：毘 vi，迦 k，蘭 r2n，諦 te。毘迦蘭諦 vikr2nte。（備註：本句的毘迦

蘭諦，與第 10 句的毘迦蘭哆，當中「毘」皆在句首，發 vi 的音。而前面第

04 句與第 06 句中之「毘」是在句尾，則發 ve 的音。蘭有不少種擬音，這

裡是取 r2n 的音。 

   

 ←諦在此發 te 的音。） 

 語法變化：本字 vikr2nte，由 vikr2nta 演變而來，是陽性或中性、單數、位

格。（為了跟上下文取得一致，這邊取其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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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義：乃「強大、雄壯、勇氣、剛勇、勇健、奮迅、勇猛」之意。 

   

 用法：位格，可譯成「在強大之上」。 

第 07、08 句合譯－－ 

 阿彌唎哆 毘迦蘭諦：am4ta vikr2nte ，甘露於強大之上。 

 

第 09、10 句： 阿彌唎哆 毘迦蘭哆 

（此處將「阿彌唎哆」與「毘迦蘭哆」兩句合併探討。「毘迦蘭哆」可參考第 08

句「毘迦蘭諦」之資料。） 

第 09 句－－－阿彌唎哆：  

 擬音：阿 a，彌 m，唎 4，哆 ta。阿彌唎哆 am4ta。 

 語法變化：本字乃是原形，或者陽性、單數、呼格。 

 意義：即甘露之意。 

第 10 句－－毘迦蘭哆： 
 擬音：毘 vi，迦 k，蘭 r2n，哆 ta。毘迦蘭哆 vikr2nta。 

 語法變化：vikr2nta 本身即是原形，或陽性、單數、呼格。 

   

 意義：乃「強大、雄壯、勇氣、剛勇、勇健、奮迅、勇猛」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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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9、10 句合譯－－ 

 阿彌唎哆 毘迦蘭哆：am4ta vikr2nta，甘露勇猛啊！ 

 
 

第三段落 

11-14 句：伽彌膩  伽伽那  抧多迦隸   莎婆訶 
要旨：於證空性，摧伏業障，是所所求。 
（備註：乃是更深一層的祝禱祈求，與結尾。主題涉及趣向，欲證得空性，以化

解障礙，願所求圓滿。） 
 

第 11 句：伽彌膩 

 擬音：伽 g2 彌 mi 膩 ni。伽彌膩 g2mini。 

   

 語法變化：本字是 g2min 的陽性、單數、位格。 

   

 意義：經文有譯為「行、步、向、趣向、通達、令入、去、隨、順、證……」

等。由於這裡是位格，故可視作於趣向上、於通達之上。 

 

第 12 句：伽伽那 

 擬音：伽 ga 伽 ga 那 na，伽伽那 gag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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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法變化： gagana 是原形，或者陽性、單數、呼格。 

   

 意義：有空、天空、蒼穹、虛空之意；空界之別稱；指一切諸法存在之場所、

空間。因為是呼格，所以譯作「虛空啊」。 

   

   
 用法：經論中多以之作為譬喻用，其義有五：「廣大橫遍、恆常不變、無所

障 礙 、 平 等 無 別 、 容 受 一 切 」， 詳 細 內 容 如 下 所 示 。

 
 此句伽伽那若是用悉曇讀音法有讀成 ga{ ga nang，或 ga ga nang，在密教

咒語中亦看得到。 
 

第 13 句：抧多迦隸  

（本句是由「抧多」與「迦隸」兩部分所組成） 

（1）抧多： 
 擬音：抧 ji 多 ta，抧多 jita。【也不排除 jit 的擬音－－「多」發 t 的音，如此

便能跟「哆 ta」做出區隔。但是 jita 與 jit 彼此意思並無太大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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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辭典所示，「抧」有三個注音，中古音為「諸氏切」、「遣爾切」、「仄

蟹切」，該聲母涵蓋喉內音與舌內音。故此處印證了，雖查字時擬音當為 j，

但是讀誦時音可發為 k。而且跟「枳」往往通用。） 

   

   

   

 語法變化：jita 是本字也是原形，或者陽性、單數、呼格。【jit 則是原形，或

者陽性、單數、主格與呼格。】 

   
 意義：jita 有勝、服、伏、令伏、降伏、摧、已熟、成熟、淳熟、降者、克

服、克制、戰勝之意。【jit 則是征服、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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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迦隸： 

 擬音：迦 ka 隸 le，迦隸 kale。（「隸」發 le 音的例子如下所示。） 

   

 語法變化：kale 由 kala 演變而來，格位是陽性、單數、位格。 

 意義：懦弱、軟弱、虛弱、嘶啞、不明晰的、意志薄弱的。因為是用於本咒

－－拔一切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羅尼，所以義理上可轉化成業障來解釋。 

   

   
 用法：因為是「位格」，故此處有「在懦弱上」、「於軟弱方面」、「在業障上」、

「於業障方面」的意思。 

（3）全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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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抧多迦隸，擬音為 jitakale 或 jitkale。語法變化：複合詞；原形＋位格。意

義：「在懦弱方面得以克服」、「在戰勝業障方面」，或「安住於摧伏業障之中」。 

   
（4）補充說明： 

「抧多」也有作「枳多」，枳的擬音目前可見若干種：ki、k1、ji、ke、ci；

而隸也有 le 與 re 兩種，故製成簡表以供比對。 
枳多 迦隸 

枳：ki、k1 

 kit2 或 kita【無此字】 

 k1t2 或 k1ta【無此字】 

 k16a：蟲子 

隸：le 

 kala：虛弱、能力差、嘶

啞（位格是 kale） 

 k2la：隨時（位格是 k2le）

枳：ji 

 jita、jit2：戰勝、克服 
枳：ke 

 keta：意思、意向、欲望、家、形狀

枳＝只＝止：ci 

 cita、cit2：想、思想、思索、思考、

思維、集中、蓄聚、歸到一起、集結

隸：re 

 kara：1.行為、引起；2.
光線、義務（位格是 kare）

 k2ra：產生、作用（位格

是 k2re） 

 k2r2：1.禮拜、供養；2.

牢房（位格是 k2re） 

又，在「往生廣咒」（即阿弥陁佛大身陁羅尼）中，結尾處有「吉引底（二

合）迦」，或可參照之。（「吉引底」擬音為 k1rti。） 

   

（5）11-13 句合譯： 

 伽彌膩 伽伽那 抧多迦隸：g2mini（位格）＋gagana（呼格）＋jita（原形）

＋kale（位格）。意義：於證達上，空性啊，安住於摧伏業障之中。 
 

第 14 句：莎婆訶 

 擬音：莎 s，婆 v2，訶 h2。莎婆訶 sv2h2。 

 語法分析：感歎詞、結尾敬詞。 

 意義與用法：神聖語，意思是祈禱、祝福的結尾語。通常譯為「是

所祈求」。附於咒文之末，作為真言、陀羅尼之結尾用語，亦有表示成就、

吉祥、息災、增益、圓滿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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