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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般在午供時，都會先持誦此「變食咒」，再來是誦「化甘露水真言」，最後誦

「普供養咒」。但此變食咒在施食餓鬼道眾生時，是稱為「護身咒」，所以「護身咒」

也是「變食咒」。「變食咒」顧名思義，加持飲食咒，能散施與護法菩薩、諸仙及無

量餓鬼等種種飲食。此咒正式名稱為「無量威德自在光明殊勝妙力陀羅尼」、「一切

德光無量威力陀羅尼」、「變食咒」、「護身咒」、「加持飲食陀羅尼」，受此陀羅尼故，

能令諸餓鬼解脫苦身得生天上，福德壽命皆得增長。 

 經比較九個版本，皆是大同小異，沒有太大的諍議，惟最後還是以最堅固、最

正確版本「房山石經」的變食咒為依據，因房山版在咒語上註長短音。初步結論是： 

咒語漢字發音為：曩莫 薩嚩  怛他(引)糵跢(引) 嚩路枳帝(1) 唵(2) 參(去)婆囉 參(去)



 

婆囉(3) 吽(引)(4) 

悉曇梵字為：巧休 屹楠 凹卡丫出 向吐丁包  戌矛先 戌矛先  

羅馬音為：Nama` sarva tath2gatq valokite o3 sa3bhara   

sa3bhara h93  

   淺略意義為：禮敬十方三世，諸如來鑑護，極讚如來三身加被，完全施與、完

全扶助，種子字 成就。 

   

變食咒報告內容： 

一、作業依據 

二、作業工具 

三、【變食咒】 

3-1、原由 

3-2、【變食咒】注意事項 

四、【變食咒】各家版本比較 

五、咒文各譯本比較分析 

六、不同譯本之咒語比較法 

七、爭議字分析 

八、咒語單字拼音比較 

九、咒語單字及詞類分析 

十、【變食咒】（護身咒）淺譯 

十一、總結 

 



 

一、作業依據 

  一千五百餘年以前的資料，經過不同年代、不同翻譯者、不同的用法，有不

同的表示方式，所以不要找一些不相干的資料，最好以經典或儀軌為主的資料考證，

並要查出每個咒語的出處、譯者、年代，再由其中去比較，並說出選用、刪去理由，

年代是以越古代資料正確性高，近代者儘量不採用為原則。歸類咒語搜尋依據：（一）

經典、（二）儀軌、（三）不足再擴大、（四）每個咒語都有一處爭議來探討，等四大

研究的原則。 

 

二、作業工具 

 經書方面可由道場借閱如：藏經及房山石經．．．等經書，字典方面道場亦提

供借閱，如梵和大辭典．．．等。個人配備：漢字古今音表、梵漢大辭典、電腦、

及至少 20 個相關的網址。 

 

三、變食咒（護身咒） 

3-1.原由 

《佛說救拔熖口餓鬼陀羅尼經》T1313：「阿難於夜三更，見一餓鬼名曰焰口，

白阿難言：卻後三日汝命將盡，即便生於餓鬼之中，是時阿難聞此語已，心生惶怖

問餓鬼言，若我死後生餓鬼者，行何方便得免斯苦。 

爾時餓鬼白阿難言：汝於明日，若能布施百千那由他恒河沙數餓鬼，并百千婆

羅門仙等，以摩伽陀國所用之斛，各施一斛飲食，并及為我供養三寶，汝得增壽，

令我離於餓鬼之苦得生天上。阿難甚大驚怖身毛皆豎，即疾至佛所，五體投地頂禮

佛足，身體戰慄而白佛言：願救我苦，所以者何，我住靜處念所授法，見焰口餓鬼

而語我言：汝過三日必當命盡生餓鬼中。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勿怖，我有方便，令汝能施若干百千恒河沙餓鬼，及

諸婆羅門仙等種種飲食，勿生憂惱。佛告阿難：有陀羅尼，名曰無量威德自在光明

殊勝妙力，若有誦此陀羅尼者，即能充足俱胝那由他百千恒河沙數餓鬼，及婆羅門

仙等上妙飲食。如是等眾乃至一一，皆得摩伽陀(magadha)國所用之斛七七斛食。

阿難我於前世作婆羅門，於觀世音菩薩所，及世間自在威德如來所，受此陀羅尼故，

能散施與無量餓鬼及諸仙等種種飲食，令諸餓鬼解脫苦身得生天上。阿難汝今受持，

福德壽命皆得增長。 

爾時世尊即為阿難，說陀羅尼曰：那謨 薩嚩 怛他蘖多(引)嚩盧枳帝 唵 參婆囉 

參婆囉 吽。 

佛告阿難。若有善男子善女人。欲求長壽福德增榮。速能滿足檀波羅蜜。每於

晨朝及一切時悉無障礙。取一淨器盛以淨水。置少飯麨及諸餅食等。以右手加器。

誦前陀羅尼滿七遍。然後稱四如來名號： 

曩謨   婆誐嚩帝   鉢囉(二合)部(引)多囉怛曩(二合)怛他孽多也(此云多寶如來) 

namo  bhagavate   prabhūtaratna          tath2gat2ya       

由稱多寶如來名號加持故，能破一切諸鬼，多生已來慳悋惡業，即得福德圓滿。 

那謨   婆誐嚩帝  素嚕波(引)耶 怛他誐哆野(此云南無妙色身如來) 

namo  bhagavate  sur9p2ya   tath2gat2ya 

由稱妙色身如來名號加持故，能破諸鬼醜陋惡形，即得色相具足。 

曩謨   婆誐嚩帝   尾補攞誐怛囉(二合)也 怛他孽多也(此云廣博身如來) 

namo  bhagavate  vipulagātrāya      tathāgatāya 

由稱廣博身如來名號加持故，能令諸鬼咽喉寬大，所施之食恣意充飽。 

曩謨   婆誐嚩帝   阿(上)婆(去)孕迦囉也 怛他蘖多也(此云離怖畏如來) 

namo  bhagavate  abhaya3kar2ya  tathāgat2ya 

由稱離怖畏如來名號加持故，能令諸鬼一切恐怖悉皆除滅離餓鬼趣。 

 



 

佛告阿難若族姓善男子等，既稱四如來名號加持已，彈指七遍，取於食器於淨

地上，展臂瀉之，作此施已，於其四方有百千那由他恒河沙數餓鬼，前各有摩伽陀

國七七斛食，受此食已悉皆飽滿，是諸鬼等悉捨鬼身生於天上。」 

故此咒是護身咒、變食咒、加持飲食咒，若有施食惡鬼道眾生，應加持四如來

名，這樣才是如法的。 

另《佛說救面然餓鬼陀羅尼神咒經 T1314》裡，佛說：「阿難！汝今受持此陀羅

尼當自護身。即說咒曰：那麼 薩縛(無可反下同) 怛他揭多(去聲呼之) 縛路枳帝(一)三(上聲下同)

跋(鞞楬反下同)囉 三跋囉(二) 虎吽(二合三)。」此咒是指施食的護身咒，也是變食咒，若要

施食就用此咒護身。  

故本咒名為：「無量威德自在光明殊勝妙力陀羅尼」、「一切德光無量威力」、「變

食咒」、「護身咒」、「加持飲食陀羅尼」。 

 

3-2.施食注意事項 - - 出處「法爾禪修中心」網站 

施食餓鬼道眾生是相當慎重的事，不是隨意而做的，必須要整套學習，不是網

上或何處獲得施食手冊就可以隨便施食的。也許是慈悲心或是被施食功德太大所

誘，而想做做看，但不知儀軌、手印，咒語又亂唸一通，會出現問題的！ 

因緣聚會剛好台中有位同學因施食的而產生了一些色身的問題及困擾，所以將

老師回答有關施食的注意事項，提出來供參考。 

【施食主事者】：出家法師、有道上師等。 

【施食條件】：具有慈悲心、有素食、有定力、能觀想、能持梵咒、能正確結

手印者。 

【施食儀軌】： 



 

1.啟請三寶加被，稱謂四如來（或五如來）。 

2.持護身咒。 

3.持破地獄咒。 

4.普召請咒。 

5.解冤結。 

6.為其皈依。 

7.滅定業真言。 

8.滅業障(暫時去除進食的業障)。 

9.三昧耶印咒（讓眾鬼能專心進食)。 

10.開咽咒。 

11.變食咒。 

12.化甘露水咒。 

13.水輪咒。 

14.乳海咒(正供食)。 

15.普供養咒(施無遮)。 

16.發菩提心咒。適度開示。 

17.發遣呪。 

18.普回向。 

19.三皈依。 

20.回向偈。 

 

【施食功德】出處：《施諸餓鬼飲食及水法 T1315》 

能令一切餓鬼等，無量罪滅、無量福生，得妙色廣博、得無怖所得飲食。 

【不如法施食】出處：《施諸餓鬼飲食及水法》 

施諸餓鬼皆不得周匝（圓融），或有得者或有不得者。易卡到陰神，故俗語說：

「請神容易，送神難！」。 

在儀軌中的請三寶加被因有不同版本的譯本，所以有啟請四如來及五如來的差

異，在《佛說救拔熖口餓鬼陀羅尼經 T1313 》（不空）施食儀軌中有請四如來加持

食施鬼及持食者。在《施諸餓鬼飲食及水法 T1315 》（不空）施食軌中是啟請五如



 

來持加食施鬼及持食者。

 

 
 

 

 



 

四、【變食咒】各家版本比較 

接著下來就從 CBETA 佛典尋找，不同經名、儀軌、不同譯者的變食咒，共找

正藏七篇、卍續藏一篇、房山石經一篇等九種不同版本的資料，如下比較表所示： 

 

 

 



 

五、咒文各譯本比較分析 

 

 

咒詞比較說明： 

(1).「那麼」、「那謨」、「曩莫」、「曩謨」：等字是屬歸敬詞，因不同譯者所選用

不漢字之差別，意思均同，故無諍議，均表為 nama`「禮敬」。 

(2).「薩縛」：譯者大師們用字相同，沒任何諍議，均表為 sarva「一切、總」。 

(3).「怛他伽多、怛他揭多、怛他誐多、怛他誐跢、怛他蘖多、怛佗蘖多、怛咜

蘖多、怛哆伽哆、答塔葛達」：等字都是古代譯者大師們慣用字的不同，但意思均同，

没任何諍議，均表為 tath2gata「如來」之意。 



 

(4).「縛路枳帝」「嚩盧枳帝」「嚩嚕吉帝」：等字都是古代慣用字，仍是用字不

同，但意義同，均表為(a)valokite「鑑照，所見」。 

(i).「嚩路枳帝」，照字面上的拼音 valokita 在字典是查不到字，因前字的

字尾有個 a，依連音法則，故被前一字 tath2gatq 給隱藏，所以要知道真正的

字是 avalokita。 

(5).「唵」：此字用字相同，沒任何諍議，均表為 o3「禮敬，極讚」。 

(6). 上述咒語中，《瑜伽集要救阿難陀羅尼焰口軌儀經》與《瑜伽集要焰口施食

儀》等前無「歸敬詞」，直接由「唵．．．」正文開始，但在「唵」後面仍有「薩嚩  

怛他哦多(一)  嚩路枳帝．．．」與有「歸敬詞」的經文相同，只是咒語的結構形成

不同（排法順序），依《大毘盧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卷第七》：「若真言初以唵字，後

加 發攝召用。初後納麼增益用，初後 發降伏用。」故知《瑜伽集要救阿難陀羅

尼焰口軌儀經》與《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均為「攝召用」；其餘「那麼」、「那謨」、

「曩莫」、「曩謨」等開頭，則為「增益用」，但其中咒詞「薩嚩  怛他哦多(一)  嚩

路枳帝．．．」均為「一切如來鑑照」。 

(i).「薩哩斡(二合)」：由下圖表中查得，薩哩斡(二合)與「薩嚩」同音，均表

為 sarva「一切、總」。 



 

 
 

(7).上述二儀軌中，「怛他蘖多」、「答塔葛達」：與 (3)「怛他揭多」相同意思，

差別在有無歸敬詞，如(6)說明。 

(8).《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中「阿咓盧揭諦」：此字有將「阿」字表示出來，

原則上與(4) -(i)「嚩路枳帝」相同意思，差別是沒放在歸敬詞，如(6)說明。  

(9).「鍐」：《瑜伽集要救阿難陀羅尼焰口軌儀經》不空大師譯、《瑜伽集要焰口

施食儀》譯者不詳，兩者咒文一樣，唯選用漢字不同的異常，此表為 va3「流出，

放」，在三版本「儀軌」中，多出此「鍐」字（大日如來種子字圳 va3），表持咒者

特別強調，施食的動作，法食從「鍐」（va3 圳種子字）流出。 

(10).「婆囉 婆囉」：《瑜伽集要救阿難陀羅尼焰口軌儀經》不空大師譯、《瑜伽

集要焰口施食儀》譯者不詳、《施八方天儀則》譯者為《大興善寺翻經院灌頂阿闍梨

述》等三版本儀軌中，多出「婆囉 婆囉」兩字，此表為 bhara「授予、扶助、承擔、

維持、稱讚的歡呼聲、數量」，具有強調的意思。 

(11).「三跋囉」、「參婆囉」、「三婆囉」：等字因譯者不同，選用不同漢字表示，



 

此為 sa3bhara「完全扶助（扶助者）、完全授予（施與者）」。 

 (i).「三娑羅、三婆羅」：《施諸餓鬼飲食及水法》不空大師譯，經研究不空大

師所譯之經、咒文的用字習慣，同一篇文章內不可能有兩個不同的用字，如「娑」

與「婆」字的不同。探討可能後人刻字時筆誤造成；目前大藏經《施諸餓鬼飲食及

水法》中，「娑」與「婆」字，已將兩字修正為「跋」。 

(12).「虎吽(二合)」：經字典與「烏吽」（吽）相同，表為 h93 猲「菩提種子字」。          

 
 

 

六、不同譯本之咒語比較法 

咒語的對、錯是很難考究，要如何下筆定論呢？如何來決定採用那版本呢？最

後經討論決定用「經典、字義與咒詞」完整性，做消去法來決定，這個方式也會感

覺比較安全。消去法依何為據呢？以標準咒語結構及經典為根據。 

標準的咒語結構應有：(一)、歸敬文：祈請或禮敬諸佛、菩薩。(二)、即說咒曰，

在完整咒語裡「即說咒曰」是重要的分水嶺，之前是歸敬文，之後是正咒。(三)、

正咒，湡 o3 用於真言啟始處，之後是正咒。(四)、結語：sv2h2 以上是我祈求。 



 

(一)、依咒語結構中少了 o3「湡」字，故不採用者有一版本 

《佛說救面然餓鬼陀羅尼神咒經》T1314 咒文：【那麼 薩縛(無可反下同) 怛他揭多(去

聲呼之) 縛路枳帝(一) 三(上聲下同)跋(鞞楬反下同)囉 三跋囉(二) 虎吽(二合三)】與現在流通版差異

中缺少 o3「湡」字，故不採用。           

(二)、依咒語結構中無歸敬文而不採用者有兩版本 

1.《瑜伽集要救阿難陀羅尼焰口軌儀經》T1318 咒文：【唵(引)  薩嚩  怛他哦多(一)  

嚩路枳帝 鑁(二) 婆囉  婆囉(三) 三婆囉  三婆囉(四) 吽(五)】  

2.《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T1320 咒文：【唵 薩哩斡(二合) 答塔葛達 1 阿咓盧揭

諦 鍐 2 婆囉 婆囉 3 三婆囉 三婆囉 4  吽 5】  

以上兩版本之咒語都用「湡」為開始，故整句即為咒語，沒有歸敬詞，均為「召

攝」用儀軌，非正式經文，故不採用；其餘若為「增益」用經文，準確性較高，優

先考量。 

(三)、咒文多增字，不採用計一版本 

《施八方天儀則》T1294 咒文：【曩謨 薩嚩  怛他(引)蘗多(引) 嚩路枳帝  唵 婆

囉 婆囉 三婆囉 三婆囉 吽】 

本咒文與現在流通版本比較差異中多了「婆囉 婆囉」，且最大的重點是本文非

正式經典，故不採用。 

(四)、同一咒文中同音異字者，不宜採用計一版本 

不空 大師 所譯本，《施諸餓鬼飲食及水法》1315 咒文：【曩莫  薩嚩  怛他蘖

多  嚩嚕吉帝  唵  三娑羅  三婆羅 吽(引)】 

「三娑囉 三婆囉」，因「娑」與「婆」用字不同，原則上翻譯在同一篇文章內

的用字，應該是相同的，雖然藏經中後人已將兩字修正為「跋」，仍暫不採用。 



 

 (五)、非經典及非儀軌，本文不採用 

《大黑天神法》T1287 咒文：【曩莫 薩嚩 怛他(引)蘗多(引) 嚩路枳帝 唵 三婆羅 

三婆羅 吽 】 

本文雖與現代流通版相同但因出處非經典及非儀軌，故不採用。 

(六)、研判咒文筆誤字，不宜採用 

《法界聖凡水陸勝會修齋儀軌》X1497 咒文【曩謨  薩嚩  怛他(一)(引)孽跢(去聲)  

嚩路(引)枳(音吉)帝(二)唵(三) 三(去聲)跋羅  三(去聲)跋羅  吽(四)(引) 】 

咒文中「怛他(一)(引)孽跢(去聲)」的孽字，查遍各字典，甚至「漢字古今對照表」

內也查無此字古代的發音，故初步研判是蘖字的筆誤，正確應是蘖。且本文是宋朝

譯年代較晚，可靠度較低，故不採用。 

(七)、不空上師譯本與房山石經版比較 

以上用消去法已排除七個版本，最後剩兩譯本比較： 

 不空 上師譯《佛說救拔熖口餓鬼陀羅尼經》 

T1313 咒文 : 【那謨 薩嚩 怛他蘗多 嚩盧枳帝 唵 參婆囉 參婆囉 吽】 

 「房山石經」行琳 上師譯《釋教最上乘密秘藏陀羅尼集卷第 22 》 

P168 咒文 : 【那謨  薩嚩  怛他(引)蘗多(引)  嚩路枳帝  唵  參(去)婆囉  參(去)

婆囉  吽(引) 】 

兩者與現代流通版咒文同，差異是譯者所選用不同的發音之漢字，前者是「嚩

盧枳帝」，後者是「嚩路枳帝」，經查「盧」與「路」的發音都是 lo，較具可靠度 ，

任選以上二版本中任一版，均不違原意。 

最後經小組討論決定採用「房山石經」《釋教最上乘密秘藏陀羅尼集卷第 22 》



 

的變食咒為為本題作業分析依據，且房山版在咒語常加註長短音。 

 

七、爭議字分析 - -「參(去)婆囉」 

每位翻譯經文的譯者，在用字方面會有自己的常用及慣用字，同一個梵音不同

的譯者可能用不同的漢字表示，這牽涉到古官方語言與吳語等發音不同的問題，有

些咒語藏經有標示梵字，這種比較沒爭議；至於沒標梵字的部份，就得蒐集同一譯

者各個不同咒語的用字習慣來決定，然後再找出同一咒語不同譯者的翻譯來交叉比

對。 

「參(去)婆囉」、「三(去)婆囉」或「三婆囉」於咒語中，均未加「引」（長音）或

「二合」，故此字為三個短音單字組成。三(去)（sam 完全，為接頭詞）婆（bha，授

予、扶助）囉（ra，入 a 字門，離塵垢，淨六根）。故「sa3bhara」表「完全授予

或扶助（完全正授），得離塵垢，淨六根。」 

 

 

 

【參婆囉】拼音比較表：紅字者是正確用字發音 



 

漢字 羅馬拼音 解釋 
 
字典 
 

不 同 經 典

漢字表示

三 sam 完全、完美、完整 梵漢 1068 三 、 參 、

糝 

 ~ra 取得、擁有、產生（形） 
塵垢 

梵漢 1003  

bhara 授予、扶助、承擔（形）、維持、稱

讚的歡呼聲、數量 
梵漢 257 

bh2ra 授予、擔起、獲得、數量,護持、荷

負、重擔 
梵漢 257 

bhala 無疑地、真實地 梵漢 255 

婆囉 

bh2la 額頭、光輝 
 

梵漢 255 

 

sa3bh2ra 收集、所有物、財富、聚,具、資糧、

莊嚴、圓滿、方便、功德 
梵漢 1085 三婆囉 

sa3bhara 完全扶助（扶助者）、 
完全授予（施與者）、完全正授 

梵法 
 

 



 

八、咒語單字拼音比較      

因每個漢字大都有好幾個發音，故將漢字拼音製成表格化，紅字表是房山版的

咒文選定發音之羅馬拼音，如下表所示： 

 

 
 
九、咒語單字及詞類分析 
 
 咒語單字及詞類分析（１） 
 

漢字  羅馬拼音  解釋  字典  不同經典漢字表示  

曩莫 nama` 敬禮，歸命，崇

敬，歸依 
梵漢  
764 

南無、那謨、南謨、

那莫 

 

由 sanskrit 字典中查到 nama`是由原形字 namas 呼格變化而來。八大詞類變

化表如下： 

 



 

 

 

nama` + sarva = nama`  sarva 

用 sanskrit 字典連音引擎測試結果發現 nama`遇到下一字為 s/0/=時字尾不變

音一樣為` 

 
 

 
咒語單字及詞類分析（２） 
漢字  羅馬拼音  解釋  字典 不同經典漢字表示  

薩嚩 sarva  全部的、一切、皆、

總、全、一切種、

眾、普一切、一切

法、一切時處  

梵 漢

1139 
薩嚩、薩哩嚩 
(出處：梵漢字典 p.1139)  



 

怛他(引)蘖
多  

tath2gatq  如來  1281 怛他伽多、怛他揭多、怛他誐

多、怛他誐跢、怛他蘖多、怛

佗蘖多、怛咜蘖多、怛哆伽

哆、答塔葛達 （出處：漢梵、

梵 漢 陀 羅 尼 用 語 用 句 辭 典

p.197） 

嚩嚕吉帝 
 

(a)valokite 

 
 

見、所觀察、所見、

瞻仰 
 

210 
 
 

阿咓盧揭諦、 
嚩路枳帝 

 
 
由 sanskrit 字典中查 tath2gata 詞類變化表／與呼格同原形字 

 

 

avalokita 連音法則： 

前字字根最後字母有 a，後接字的第一個字母也有 a，則成 a + a = q 或 a + 2 = 

q ，故第二個接續詞字母的 a 已被隱藏。(出處：楞嚴經五蘊魔相 p.1072）  

第一次看漢字【嚩路枳帝】，照字面上的拼音 valokita 查字典，怎麼也查不到這

個字的意思，後來請教老師，老師說：這個字前頭有個 a 但被前一字給隱藏，比較

能讓人知道的寫法是(a)valokita，所以在字典上查不到 valokita ，因(a)valokita 的 a 

已和前字 tath2gata 中的 a 合併變成 q (長音) tath2gatq。 



 

tath2gatq valokite 用 sanskrit 字典的 reader 查證字的組合及連音方式： 

 
 

由 sanskrit 字典查得 avalokita 詞類變化表／ avalokite 由位格而來 

 

咒語單字及詞類分析（４） 

o3 湡由梵漢字典第 819 頁查得的解釋是：極讚、歸依、供養。o3 用於念誦或

祈禱開始時虔誠的呼語。通常用於真語的啟始處。o3 是由狣(a)、珈((u)、砅(ma)

等三字和合而成，並代表如來法身、報身、化身三身。 

 



 

咒語單字及詞類分析（５） 

漢字  羅馬拼音  解釋  字典  不 同 經 典 漢

字表示  
三 sam 完全、完美、完整 1068 三、參、糝 

婆囉 bhara 授予、扶助、承擔、維持、

稱讚的歡呼聲、數量、體積

257 

三婆囉 sa3bhara 完全扶助（扶助者）、完全授

予（施與者）、完全正授 
梵法 

  

  
 

由 sanskrit 字典查得 bhara 詞類變化表／與呼格同原形字 

 

 

‧ sa3bhara 組成說明：在一字之末的音 m，其次字開頭為子音時，需    

寫作 3。(資料來源: 新譯梵文佛典第五冊 p.8) 

‧ 梵法網路字典連音引擎中，內連音為 sam + bhara = sa3bhara 



 

 

 

 

咒語單字及詞類分析（６） 

狫(h93)是菩提種子字，由成(ha) + 珅(9) + 狣(a) + 亙(ma) 四字合成，成(ha) 

代表報身義，珅(9)代表應身義，狣(a)代表法身義+ 亙(ma)代表化身義。 

（1）解字義有四，訶成(ha)、阿狣(a)、污珅(9)、麼亙(ma)四字差別故。初訶

成字實義，所謂訶成字門一切諸法因不可得故，何以故，以諸法展轉待因成故，當

知最後無依，故說無住為諸法本，所以然者以種種門觀諸法因緣悉不生故，當知萬

法唯心，心之實相即是一切種智，即是諸法法界，法界即是諸法之體不得為因，以

是言之因亦是法界，緣亦是法界，因緣所生法亦是法界。阿狣字門從本歸末畢竟到

如是處，今亦訶成字門亦從末歸本畢竟到如是處，阿狣字從本不生生一切法，今亦

訶成字以無因待為諸法因，終始同歸，則中間旨趣皆可知矣，是名訶成字實義。入

麼亙字之吾我門，攝之諸法無一一法而不該，故經云，我則法界，我則法身，我則

大日如來，我則金剛薩埵 ，我則一切佛，我則一切菩薩，我則緣覺，我則聲聞，我

則大自在天，我則梵天，我則帝釋，乃至我則天龍八部眾等，一切有情非情無不麼

字，是則一而能多小而含大，故名圓融之實義。 

（2）次合釋者，此吽以四字成一字，所謂四字者阿狣(a)、訶成(ha)、污珅(9)、

麼亙(ma)。阿狣法身義，訶成報身義，污珅應身義，麼亙化身義，舉此四種攝諸法

無不包括，若以別相言，以阿狣字門攝一切真如，法界性實際等理無所不攝。以訶

成字門攝一切內外大小權實顯密等教無所不攝，以污珅字門攝一切行三乘五乘等行

無所不攝，以麼亙字門攝一切果法無所不攝，理理盡持，事事悉攝，故此吽狫(h93)



 

字名總持。 

 

十、變食咒（護身咒）淺譯 

曩莫   薩嚩   怛他(引)糵跢(引)  嚩路枳帝(1) 

Nama`  sarva    tath2gatq     valokite 

巧休    屹楠    凹卡丫出      向吐丁包 

禮敬    十方三世 諸如來        鑑護 

唵(2)  參(去)婆囉  參(去)婆囉(3)  吽(引)(4) 

o3   sa3bhara   sa3bhara    h93  

     戌矛先      戌矛先        

極讚  完全施與  完全扶助  種子字  

(又：虔誠禮敬十方三世諸如來觀照，極讚如來加持施、扶助者，得完全正授，

離塵垢，清淨六根，依種子字狫而圓滿成就。) 

 

十一、總結： 

4 月份剛好有個因緣，參加承天禪寺作七法會，在道場的研究報告的是紙上作

業，承天禪寺則是由師父帶眾實際操兵的場所，做完這個報告再參加這個法會，倍

感親切及另一番的體驗。 

感謝全世界默默耕耘的前輩及英雄們，因為有您們無私的貢獻，所以我們才有

豐富的網路資源可以運用。 

感謝十方三世一切佛菩薩及龍天護法的加持。 

最後要感謝辛苦的老師，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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