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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曇密教- 咒語研究考證 

     七佛滅罪真言之探討(之 1-1)  

          (本篇文章未經同意，請勿引用轉載，以免犯戒。)   

 

題目：七佛滅罪真言之探討 

指導老師： 張玄祥 金剛上師 

組員：法爾悉曇研究班 

一、前言 

    一般日誦經咒集要中，列有七佛滅罪真言者，可見到的有二咒語，一為《大

方等陀羅尼經護戒分》卷第四：「離婆離婆諦(一)仇呵仇呵帝(二)陀羅離帝(三)

尼呵羅帝(四)毘摩離帝(五)莎呵(六)」，此咒是專為比丘犯四重戒而懺悔者用之咒

語，現在大家不查，出家、居士等多持唸此咒，是否得當不得而知。另一咒為《毗

尼日用切要香乳記》卷下(清古杭昭慶萬壽戒壇傳律比丘書玉箋記)、及慧日永明

寺《智覺禪師自行錄》(永平道者山大雲峯禪寺嗣祖居幻沙門釋文冲重校編集)所

錄：「唵 牟尼 牟尼 三牟尼 薩縛賀(三遍，此是七佛滅罪真言)」，後面第二咒

於《諸經日誦集要》卷中亦有列出─稱為七佛滅罪咒：「唵 牟尼 牟尼 三牟尼 薩

嚩賀」。 

   而我們一般日誦課本中所唸誦的是《諸經日誦集要卷下》七佛滅罪真言：「離

婆離婆帝 求訶求訶帝 陀羅尼帝 尼訶囉帝 毗黎你帝 摩訶伽帝 真陵乾

帝 莎婆訶」此咒語中又與《大方等陀羅尼經護戒分》卷第四中之七佛滅罪真言

多了三句：「毗黎你帝 摩訶伽帝 真陵乾帝」，本文主要以介紹《大方等陀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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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經護戒分》與《諸經日誦集要卷下》之比丘犯四重戒之懺悔滅罪咒為主，也依

此提出咒譜與語音檔。 

 另外，比丘尼、優婆塞、優婆夷等犯諸重罪之七佛滅罪真言，亦當要一一探

討，這一部份是比較少見於日誦課本上或網路上的，若有興趣網友，請各位一一

祈待閱覽。 

 

二、七佛滅罪真言研討 

(一)、經文─出自《大方等陀羅尼經護戒分》卷第四  

《大方等陀羅尼經護戒分》卷第四  

北涼沙門法眾於高昌郡譯 

爾時文殊師利，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而白佛言：世尊！若比丘於世

尊去世之後，若毀四重，若比丘尼毀犯八重。若菩薩、若沙彌、沙彌尼、優婆塞、

優婆夷，若毀如是一一諸戒，所犯重罪當云何滅？ 

佛言！嗚呼！善哉！文殊師利！乃能請問如是等事，汝慈悲勝故，能發是問。

汝若不發是問，我終不說彼惡世比丘所犯之過。善哉！善哉！文殊師利！汝今諦

聽，當為汝說。我去世後，若有惡律儀比丘毀四重禁，默然而受檀越供養而不改

悔，當知是比丘必受地獄苦而無疑也，我今當出良藥救彼比丘重病。若我去世後

毀四重禁羞不發露，汝今諦聽當為汝說。 

離婆離婆諦(一)仇呵仇呵帝(二)陀羅離帝(三)尼呵羅帝(四)毘摩離帝(五)莎呵(六) 

文殊師利！此陀羅尼，是過去七佛之所宣說，如是七七亦不可數、亦不可計，

說此陀羅尼救攝眾生。現在十方不可計不可數七佛，亦宣說此陀羅尼救攝眾生。

未來不可計不可數七佛，亦宣說此陀羅尼救攝眾生，汝今請問陀羅尼義，我已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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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以此陀羅尼經，救攝未來世惡律儀比丘，令其堅固住清淨地。善男子！若有

比丘毀四重禁，至心憶念此陀羅尼經，誦一千四百遍。誦一千四百遍已，乃一懺

悔，請一比丘為作證人，自陳其罪向形像前，如是次第經八十七日勤懺悔已，是

諸戒根若不還生終無是處。彼人能於八十七日勤懺悔已，若不堅固阿耨多羅三藐

三菩提心，亦無是處。 

又文殊師利！云何當知得清淨戒。善男子！若其夢中，見有師長手摩其頭，

若父母婆羅門耆舊，有德如是等人，若與飲食、衣服、臥具、湯藥，當知是人住

清淨戒。若見如是一一相者，應向師說如法除滅如是罪咎。 

復次，善男子！所謂比丘尼毀八重禁者，若欲除滅八重禁罪，先請一比丘了

知內外律者，陳其罪咎向彼比丘，彼比丘應如法而教此內外律。所謂 

阿隷離婆其羅帝(一)羅帝婆(二)摩羅帝(三)阿摩羅帝(四)莎訶(五) 

善男子！此陀羅尼，若有讀誦受持，如法修行九十七日，日誦四十九遍，乃

一懺悔隨師修行，是諸惡業若不除滅，終無是處。善男子！汝若不信，吾今為汝

略說。我昔愚行業因緣故，十方虛空法界，及大地土、山河、叢林，盡末為籌，

大如微塵尚可知數，除諸佛等無人能知，我所犯戒。十方無邊，我所犯戒亦復無

邊；微塵無數我所犯戒，亦復無數；眾生無邊，我所犯戒亦復無邊；方便無邊，

我所犯戒亦復無邊；法性無邊，我所犯戒亦復無邊。 

善男子！我觀如是等業甚為可畏，上至菩薩，下至聲聞，不能救我如是等苦。

我即思惟如是事已，便推求此陀羅尼典，得已修行九十七日，日讀誦四十九遍，

聞空有聲而謂我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乃能推求此陀羅尼典。我時聞已，顧

視四方，見有諸佛羅列在前，一一諸佛手摩我頭，聽我悔過。善男子！以是因緣，

我去世後，若有比丘尼犯八重禁，應當求此陀羅尼典讀誦修行。若於夢中見如上

事，當知彼比丘尼住清淨地，具清淨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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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次，善男子！若有菩薩受八重禁，然後毀壞狂亂心熱，欲自陳說無所歸趣，

無能滅者如是罪咎。僧已和合令出境界，應大怖懼。此人應住一空靜室，塗治極

令內外鮮淨。請一比丘了知內外一部律者，應自陳過。向此比丘作如是言：僧今

擯我來至此間，我今請師亦來此間。此師應教淨律之法。所謂： 

    婆羅隷(一)仇那羅隷(二)阿難羅隷(三)其那羅隷(四)伽那隷(五)阿隷那隷(六)阿帝那隷

(七)阿帝那隷(八)莎訶(九) 

善男子！如是陀羅尼者，即是三世諸佛之所護持，亦是三世諸佛之所祕藏。

善男子！吾昔未說，今已說之。昔所未作，今日已作。昔所未開，今日已開。開

此三因方便已。令諸眾生遇此三因方便者速出三界，如盲者見日、如嬰兒得母，

如鳥出殼、如飢人得食，如縛者得脫、如寒者得火，如裸者得衣、如迷人得路，

如渴者得水。 

善男子！我此法味亦復如是。若久住世間，若一劫、若減一劫，為諸眾生受

持讀誦解說其義。為愚者說，當知是人與我無異，住清淨地。是人應於心中生遭

我想，自陳罪咎。若罪不滅，終無是處。 

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此陀羅尼者應誦幾遍，修行幾日，乃當止耶。佛言：

善男子！此陀羅尼應誦六百遍，乃一懺悔。當懺悔時，應請一比丘，在其前立，

口自陳罪，必令得聞。如是次第經六十七日，占其夢想，如上所說，更無有異。

若得是相，知是菩薩住清淨地，具清淨戒。復次，善男子！若有沙彌、沙彌尼、

優婆塞、優婆夷毀諸禁者，亦應請一比丘了知內外律者，向形像前若尊經般若前，

自陳其過向此比丘，此比丘應教淨律之法。所謂 

伊(律)伽羅帝 慕伽羅帝 阿帝摩羅帝 郁伽羅帝 婆羅帝 婆座羅蝎(竭)帝 

座羅蝎帝 豆羅奢蝎帝 毘奢蝎帝 離婆蝎帝 婆羅隷阿隷 其羅隷阿隷 持

羅隷阿隷 其蘭隷阿隷 提蘭隷阿隷 毘羅阿隷 莎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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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如是陀羅尼者，我為慈愍一切眾生故，說此陀羅尼。若有下劣沙彌、

沙彌尼、優婆塞、優婆夷，亦應讀誦修行此陀羅尼，誦四百遍，乃一懺悔。如是

次第四十七日。當懺悔時應自陳過令彼了聞，如是次第四十七日已。如上所說夢

中得見一一事者。當知是沙彌、沙彌尼、優婆塞、優婆夷，住清淨地，具清淨戒。 

爾時文殊師利及五百大弟子心有少疑。佛知其意即時告言：如汝所念，行者

應修五事持諸戒性，所謂不犯(1)陀羅尼義，(2)不謗方等經，(3)不見他過，(4)不

讚大乘、不毀小乘，(5)不離善友常說眾生妙行。如是五事，是行者業不犯戒性。 

復次，善男子！不說上界所見，亦不說已所行好醜之事，亦應日日三時塗地，

亦應日誦一遍，日一懺悔，如是五事是行者業不犯戒性。 

    復次，善男子！復有五事。若有比丘行此法者，及與白衣，不得祭祀鬼神，

亦復不得輕於鬼神，亦復不得破鬼神廟。假使有人祭祀鬼神亦不得輕，亦不得與

彼人往來。如是五事是行者業護戒境界。 

復次，善男子！復有五事，不得與謗方等經家往來，不得與破戒比丘往來，

破五戒優婆塞亦不得往來，不得與獵師家往來，不得與常說比丘過人往來。如是

五事是行者業護戒境界。 

復次，善男子！復有五事，不得與腦皮家往來，不得與藍染家往來，不得與

養蠶家往來，不得與壓油家往來，不得與掘伏藏家往來。如是五事是行者業護戒

境界。 

復次，善男子！復有五事，不得與劫賊家往來，不得與偷盜家往來，不得與

燒僧坊人往來，不得與偷僧祇物人往來，不得與乃至偷一比丘物人往來。如是五

事是行者業護戒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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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次，善男子！復有五事，不得與畜猪羊雞狗家往來，不得與星曆家往來，

不得與婬女家往來，不得與寡婦家往來，不得與沽酒家往來。如是五事是行者業

護戒境界。 

善男子！如是七科五事，行者應深了觀根原，然後捨離，其餘諸事，亦復如

是。 

復次，善男子！行有二種。一者出世人行，二者在世人行。出世行者不禁如

上諸事，在世行者吾以禁之。何以故？譬如嬰兒，始能行時其母護持不聽遠行，

假使遠者或絕乳而死，或墮水火故死，或為虎狼師子之所食噉，或為鶿鸝鵄梟所

傷。如是嬰兒，母常護持，令不暴害，然後長大，若有所作，必能成辦。 

善男子！我亦如是為一切母，一切眾生即是我子，常為護助令不遭橫，速出

三界能有所辦。若不如是制諸弟子，云何當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耶。如彼女人

不制其兒，云何長大能有所辦。 

復次，善男子！我諸弟子，若見如上諸惡律儀不善人輩，占相吉凶治生販賣，

一不如法諸惡之事，捨我法已，而更貪著惡律儀法。然後命終受無量苦。我時見

已，心生慈愍，為諸眾生設是方便，令諸眾生乘是方便，出三界苦得究竟樂。吾

今所以設諸方便，救攝眾生，令得究竟寂滅涅槃。 

爾時，文殊師利及五百大弟子，無量大眾歡喜奉行。(本品完結) 

 

(二)、七佛滅罪真言─比丘滅四重戒罪 

1.咒語版本比較與研究 

     從藏經中尋找到 15 種版本，列如下二表。第 1 至 10 版本、第 14 等版本

咒句共有六句，第 11、13、14 等版本增加兩句，是為八句，第 12 版本增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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句。句數相等者，其中用字大部份一樣，唯有些許異字，不管是植錯，或用字

不同，都當要加以討論。 

 

 

資料來源: 

 日本大正新脩大藏經 http://21dzk.l.u-tokyo.ac.jp/SAT/database.html 

 CBETA 電子佛典 2009 版 http://w3.cbeta.org/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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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麗大藏經 http://kb.sutra.re.kr/ritk/index.do 

 乾隆大藏經 http://www.suttaworld.org/Collection_of_Buddhist/index.htm 

 永樂北藏 http://www.suttaworld.org/Collection_of_Buddhist/index.htm  

 房山石經  

 The Sanskrit Heritage Dictionary  http://webapps.uni-koeln.de/tamil/  

 Sanskrit,Tamil and Pahlavi Dictionaries  http://webapps.uni-koeln.de/tamil/ 

 Monier 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http://www.sanskrit-lexicon.uni-koeln.de/monier/indexcaller.php 

 日本大正新脩大藏經 http://21dzk.l.u-tokyo.ac.jp/SAT/database.html 

 梵漢大辭典-林光明編-嘉豐出版社出版 

 佛光大辭典 

 漢字古今音表-李珍華、周長楫編撰-中華書局出版 

 新廈門音字典 

 

2.咒語詞句各別探討 

此咒考證以大正藏第廿一冊《大方等陀羅尼經》為主要版本，流通版以嘉興

藏第十九冊 B044《諸經日誦集要》為主，比較時僅列出版本差異。 

(1) 離婆離婆諦 

 

這個咒語有三組關鍵字，一組是「婆及波」，一組是「帝及諦」，另外一組則

是「陀羅及陀囉」，此第一句佔了兩組，「離婆及離波」，「帝及諦」，可見其關鍵

性。 

「婆」一般常用擬音為 va 或 bha，較少用 pa；「波」常用為 pa，少用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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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悉曇字記》及《多羅葉記》中發現，波=婆，婆=波，兩字常互用。這個咒因

是以法衆法師的版本為主，因此還是得由法衆法師過去所譯之咒句來判斷此二字

是否互用。經查閱後發現，法衆法師所譯過之咒語就僅《大方等陀羅尼經》中的

十首咒，這十首咒中發現不少「婆」字，但也發現一個「波」字，初步比較可看

出，婆、波並非互用。進一步證明，就得將十咒中之婆、波做一列表，並逐一查

證。 

法衆法師所譯《大方等陀羅尼經》中「婆與波」一欄表 

經中所在頁碼 咒語 單字 解釋 

[0645b14]  欝波多毘耶 up2ttavidya a.獲得知識的，有學識的 

bu{g v.丟棄;拋棄,遺棄 

pinva 引發增大、流出 

蒲耆稟婆 

limpa m.污跡,污斑 

[0645b14] 

南無摩訶離婆浮陀

卑(卑=呵) 
Revabudhavi/ Revata 

阿隷離婆其羅帝   

rateva 查無 

[0656c08] 
羅帝婆 

ratepa 查無 

1 var2le  n. 丁香 

m. 帶白帶黃黑般蒼白，雌鵝 

2 varale m. 一種黃蜂 

3 v2rale [v2ral2] f. 一種牛虻 

[0657a08] 婆羅隷 

4 var2le [var2li] m. 月球  

婆羅帝 varat2 f. 賜福;祈神賜福;祝福 

vachora 查無 

pachora 查無 

婆座羅蝎帝 

ghate a.破壞 

離婆蝎帝   

varale  m.一種黃蜂 

[0657b04] 

婆羅隷阿隷 

ale n. 卵;幼苗 

vaha a.(ifc.) 搬運，原因，結果 

rate a.高興的,喜歡的;滿意的 

[0658b24] 婆呵羅帝 

r2te a.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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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tera 查無  婆帝羅 

patera m. 飛行，移動 

 

求證結果，「波」證實是發 pa。「婆」在求證中先剔除「離婆」兩字的句子，

但查證結果並不令人滿意，因尚無法證實全部皆發 va。有些即使 va 可查到，其

意並不合咒意，ex：黃蜂……；或 pa 可查到，其意亦不合咒意，ex：飛行……；

亦有 va、pa 皆查不到。由上列微弱的資料似無法推測出法衆法師的譯字習慣。 

另外一組關鍵字「帝及諦」，大方等版除這第一句使用「諦」，其他各句皆用

「帝」，似可看出其差異。經擬音查證，「帝」及「諦」之發音不論是上古音、中

古音或閩南音皆發相同的音，發 te 或 ti；但習慣上「帝」是較常發 te 之音，ex：

閩南語之「黃帝」，查字結果亦發現其他句子皆是 te 之音。 

A、 離婆離婆諦 l1va l1vati  

由 Tmil 語中看出，liv2=lip2p2 有「覆蓋」意，由此找出 sanskrit 之字基 l1

「黏著、執著」意。Va 及 vati 是同一意思，都是「似、如、像」之意。l1va 

l1vati 譯為「似黏著、似執著」。 

 
 

B、 離波離波帝 lipa lip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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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10、13、14 都是用「離波」。「波」發 pa，「離波」即 lipa(名詞)，污

跡意，是由第六類動詞 lip 來，lip 有污染、染著意，「離波諦」lipte 是 lip 的過

去被動分詞(lipta)當形容詞用，lipa lipte(位格)譯為「於污染染著處」。 

 

 
 
【擬音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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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仇呵仇呵帝 
 

 
 

此句中不論是「仇」或「求」都有一共同發音為 gu，唯「俱」發 ku 或 ko，

「帝」擬音為 te，以和第一句之「離婆離婆諦 ti」區別。經查證結果，kuha 為

惡棍、流氓之意，與咒意不合，不予採用。guha，意為洞穴，guha g9hate(與

格)，引申為「內心深處所覆蓋、黏著之罪業給與移除」之意。 

 
仇呵仇呵帝 guha g9hate 

 
 

俱呵俱呵帝 kuha kuhate 

由下表查字結果得知，「俱呵」與咒意不合，不予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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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音參考】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