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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曇密教－咒語研究考證 

八十四句大悲咒悉曇讀音分析(11) 

(本篇文章為上善下祥師父所撰，未經同意，請勿引用轉載，以免犯戒。) 

 

 
                       大悲破地獄觀世音菩薩法相 

  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祈求本文分解悉曇讀音順利，使大悲咒原音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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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悲咒漢譯音分析 

(1)唐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650~656)譯版本 T1060 

娑囉娑囉(四十三)悉利悉利(四十四)蘇嚧蘇嚧(四十五)菩提夜菩提夜(四十六)菩馱夜菩

馱夜(四十七)彌帝利夜(四十八)那囉謹墀(四十九)地唎瑟尼那(五十)波夜摩那(五十一)娑

婆訶(五十二)  

  

 (2)不空法師  （705～774）T1064 

娑囉娑囉(四十三)悉唎悉唎(四十四)蘇嚧蘇嚧(四十五)菩提夜菩提夜(四十六)菩馱夜菩

馱夜(四十七)彌帝唎夜(四十八)那囉謹墀(四十九)他唎瑟尼那(五十)波夜摩那(五十一)娑

婆訶(五十二) 

  

 (3)不空法師  （705～774）T1113B(新增比較版本) 

沙囉沙囉(四十)悉唎悉唎(四十一)蘇嚧蘇嚧(四十二)菩提菩提(四十三)菩提耶菩

提耶(四十四)彌帝唎耶(四十五)那囉謹墀(四十六)他唎瑟尼那波夜摩那(四十七)娑婆訶

(四十八) 

 

(一)咒語粗淺義 

第四十三句 

娑囉 娑囉 

州先 州先 

s2ra s2ra 

娑囉娑囉州先州先 s2ra s2ra，是形容詞的呼格(vocative)，有很多的意思，

如導航、進程，又有運動、動力、…之義。但觀後詞 s4 s4 srusru 似有流暢、宣

洩、…之義，故總觀前後詞連結成行動宣暢無礙地之義。再回觀前面是 huluhulu 

m2ra huluhulu h4 是有歡呼感嘆驚嘆之意，接下來應是祈求行動的開始，即請破

地獄觀世音菩薩本尊能讓慈愛心(m2ra)流露無礙地賜與(h4)，把大慈大悲心如注

水樣流暢無礙地宣洩給持咒的人。但此處用複辭，娑囉娑囉州先州先 s2ra s2ra，

前後兩字定有不同的含義，前一娑囉州先 s2ra 有導向…持咒者之含意，後一娑

囉州先 s2ra 有宣洩、流暢無礙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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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句 

悉利 悉利 

岭  岭 

s4   s4 

悉利悉利岭岭 s4 s4，接上句之意思，是過去分詞(pp)，當形容詞用，有形容

破地獄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的心，給與受持大悲咒者能順暢地無礙地滑落、流

露…大悲心，讓其能可見、明顯、顯示地，如英文言 to make visible , show , manifest。

如此菩薩大慈大悲心的滋潤，就有後一辭悉利岭 s4，此複辭之後句據可看成是來

培養、培育、養育成…，成就成什麼…。因後面句子都接有發起菩提智慧之

budhya、bodhaya 之句子。 

 

 



 

法爾禪修中心                   4                       http://www.dharmazen.org 

悉利悉利帆共帆共 sir1sir1，其意思有來回穿梭之義，因岭岭 s4 s4 讀音亦是

siri siri，並無不同。 

 

 

第四十五句 

蘇嚧 蘇嚧 

    
Sr9` sr9` 

蘇嚧 蘇嚧 Sr9` sr9`，此句本是名詞陰性之呼格，又是重複辭，前句是

再述破地獄觀世音菩薩之大慈大悲心流出、宣洩不止，初句蘇嚧 這是流暢、流

注不止之意，就如一般供養水、施捨眾生飲水時，所要持咒語就是用此句的蘇嚧

Sr9`，表示量數無量無邊地多量的水。後一句蘇嚧 Sr9`，即敘述其量不僅

是多，還要像大溪流、不滅的恒河水流一樣，水源常流不止，終年不停。如此，

破地獄觀世音菩薩之大慈大悲心流出、宣洩，亦如大溪流、恒河般，水源常流不

斷。此句有發成 soro`之音，因 sa+9=so，ro`是嚧之音，下表 lo、lou 等於 ro、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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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句蘇嚧哇 Sr9，本來梵字是剎 0r9，因在 0a 是遍口音於 位置發音，而先

ra 是介於 位置發音，而珅 9 又於第 位置發音，發音上此在千年以前已改成

sr9，sa 於 位置發音，如此即成為蘇嚧哇 Sr9─sur9，似較易發音。詳如下表

圖示。 

 

 

第四十六句 

菩提夜 菩提夜 

由     由  

buddhy2 buddhy2 

菩提夜 菩提夜由  由  buddhy2 buddhy2，第一句是 buddhi 之名詞陰性

單數所變化，成為 buddhy2 是具格屬性，此處是指特意、用心、存心地用內在

的精神層次等靈明為工具，with the intention of. designedly , deliberately。第二

句可看成是再 buddhy2，來產生真實、實際的菩提智慧狀態(buddhi-tattva─true 

or real state , truth , reality)，現起真心而具有實智的般若智慧─presence of 

mind , ready w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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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句 

菩馱夜  菩馱夜 

白 伏   白 伏 

bodh2ya bodh2ya 

菩馱夜 菩馱夜白 伏 白 伏 bodh2ya bodh2ya，此句是從形容詞 bodha

演化為 bodh2ya，是 bodha 之與格(dative)變化。意為有請破地獄觀世音菩薩給

與持大悲咒者能依上述流注大慈大悲之水，讓持咒語者能理解佛法。然後接第二

句再給與得到自覺性，反觀自性後內省，然後當悟到覺悟、解脫，獲得無量智慧，

智力；以及聪明、理解力，領會精深的知識;才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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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句 

彌帝利夜 

亦泳伏 

mitr1ya 

彌帝利夜亦泳伏 mitr1ya，此處是 Parasmai-pada 之義，有為他人而發的任

何動作，如字典註言 Nom.P.(nominal verb.)，故此動名詞是有為某人做…事之

義。此處是請大悲破地獄觀世音菩薩，能來將持大悲咒者變成為祂的法眷、眷屬

之義。而 Parasmai 意為在各別靈魂上、生命原則上與感受上等，英文為 the soul , 

principle of life and sensation RV. AV. &c. ; the individual soul , self , abstract 

individual。而 pada 是不管以任何步驟、於任何地方、或於任何情況下(at every 

step , everywhere , on every occasion)，都要把持誦大悲咒者，變成為觀世音

菩薩的眷屬、法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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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句 

那囉謹墀 

左先七吜 

n2rak1ndhi 

本尊大悲破地獄觀世音菩薩梵名，梵名另還有用 Avalokiteśvara，以慈悲救

濟眾生為本願之菩薩，又作光世音菩薩、觀自在菩薩、觀世自在菩薩、觀世音自

在菩薩、現音聲菩薩、闚音菩薩，略稱觀音菩薩。別稱救世菩薩、蓮華手菩薩、

圓通大士。有時稱為聖觀世音，梵名為 Āryāvalokiteśvara。與大勢至菩薩同為

西方極樂世界阿彌陀佛之脅侍，世稱西方三聖。凡遇難眾生誦念其名號，菩薩即

時觀其音聲前往拯救，故稱觀世音菩薩。又因其於理事無礙之境，觀達自在，故

稱觀自在菩薩。  

   大悲咒本尊是觀世音菩薩所化現的大悲破地獄觀世音菩薩─那囉謹墀左先

七吜 n2rak1ndhi。談到破地獄觀音，前已述及，可從辭典解釋六觀音中見到，六

觀音是教化六道之六種觀世音菩薩化身，即大悲觀世音、大慈觀世音、師子無畏

觀世音、大光普照觀世音、天人丈夫觀世音、大梵深遠觀世音等。據《摩訶止觀》

記載： 

(1) 大悲觀世音破地獄道三障； 

(2) 大慈觀世音破餓鬼道三障； 

(3) 師子無畏觀世音破畜生道三障； 

(4) 大光普照觀世音破阿修羅道三障； 

(5) 天人丈夫觀世音破人道三障； 

(6) 大梵深遠觀世音破天道三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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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尊之佛號那囉謹墀左先七吜 n2rak1ndhi 如何組成？n2raka 是地獄，地獄

要用陰性，故成為 n2rak1。後一字是 Idh 字根，是為點燃火光，現起光明，Idh

轉變成 Indh，文法上再變化為 indhi。n2rak1 經與 indhi 連詞後，此句就成為

n2rak1ndhi 光明照耀地獄，當然地獄不可能破，但佛光可以照耀地獄眾生，讓其

脫離地獄，使眾生離苦得樂，故引伸說為大悲破地獄觀音(詳下列各圖片解說)。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化身共有廿五尊菩薩，各尊各有四十手，合共為千手，

每手中有一眼，故合共成為千眼，稱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千光眼觀自在菩薩

祕密法經》云：諸大菩薩說是陀羅尼已，告諸大眾，是陀羅尼乃是過去諸佛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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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說，能受持者必得利樂，說是語已入于三昧，或一菩薩入無垢三昧，於四十手

現出四十菩薩破地獄有。 

佛光辭典云，破地獄觀音具何佛力？大悲觀世音菩薩以佛力、法力助眾生脫

離地獄之苦，稱為破地獄。為破地獄所唱之誦文，則稱破地獄文。人若深信三寶，

則可生於善趣；不信者，則墮於惡趣；破地獄之說即由此一觀念衍生者。在本生

經與譬喻經類中多處主張陷種種之危難，遇羅剎之牢城及地獄時，若稱念「南無

佛」之號，即可免於危難。 

 

第五十句 

地唎瑟 尼那 

呠圬  市巧  

d40i   ninad 

   地唎瑟呠圬。地唎瑟 d40i，若是動詞時是可用 d40，此是有觀照，尤其是指

用心觀照知義理。若用當名詞是 d40i，此有動名詞之意，有正在觀照或是具有觀

照的能力、威力等義。 

 

 

尼那市巧 ninad 是一連結詞，ni 與 nad 連結，ni 者於那一方面裡，nad 者

此處是 P.即是前所提 Parasmai 之義，有為他人而發的任何動作，為他人作任何

事之義。而 nad 本身是音聲之義，有眾生之號叫聲、吼叫聲，如英文所述，to sound , 

thunder , roar , cry , ho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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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n2s 也是有聲音之意思，與 ni 連結成 nin2s 之語句，取其原形呼

格，為 nin2`，若與後句 prayamana 連音時，n2`之`也是形成涅槃尾聲，故也

是不會發出音聲，合乎尼那二音之咒語。 

 

 

 

 

第五十一句 

波夜摩那 

渨伏亙巧 

Prayamana 

波夜摩那渨伏亙巧 prayamana，此句是 pra 與 yamana 之連結詞，pra 者是

前置詞 iic，被用來連結後面一個動詞或表示動作語句，表示開始給與某種行

動、…。yamana 也是連結詞，後面的 na 是單數中性詞用的形式(form)，連結

成 yamana 時，有克制、抑制、…之義。此句 prayamana 是說，即前面所提的

「地唎瑟尼那呠圬市巧 d40ininad」─觀照到(眾生)嚎叫聲、痛苦聲，請本尊破

地獄觀世音菩薩來慈悲加以抑制、拔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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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是「波」僅翻成 pa 或 p2，則有保護、守護、飲水之義。若用 paya 或 p2ya

此等詞句來找字義，則有水、鼓，或產生、存在之義。後詞 mana 有思惟、思想

之意，與 manas 同。而 m2na 則有衷心、熱心之義。如此前詞與後詞 mana、

m2na 等連結，難有適當之詞句能完整表達真實語義。詳如下表。 

 

 

 

若是用 prayama5a(詳下圖表)，雖有古德用「那」來當作 5a 音，音聲似相

當，但此詞句只是有清淨、純淨、清洗、…之義，惟與前後文義較不能貫通。因

前詞是在講菩薩觀眾生嚎叫痛苦聲，請本尊破地獄觀世音菩薩善聽聞，慈悲前來

克服、抑制此等苦痛聲。 

 

 

 

 

 

此句另外要說明的是，當與上詞「地唎瑟尼那呠圬市巧 d40ininad」之尾詞

nad 與 prayamana 前後連音時，nad 即變成 nat 之音，因後接第五句門波 pra

之始音，即轉成 na 之涅槃音 nat，故此 d(t)之音在咒語上無有發聲之顯示，即已

被轉成涅槃音而不發聲故。(詳下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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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句 

娑婆訶  

渢扣 

sv2h2 

娑婆訶渢扣 sv2h2，娑婆訶是本咒第一次出現的祈求語，蓋此語原為古印度

對神獻供時所唱之感嘆詞，或作唵聲、婆娑聲、蘇陀聲、娑婆訶聲，受持呪術諷

誦韋陀以求解脫。又有意謂良美之供物等義；後世娑婆訶渢扣 sv2h2 專用於真

言、陀羅尼結句之語。持咒時作為神聖語，附於咒文之末，係表示成就、吉祥、

息災、增益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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娑婆訶渢扣 sv2h2 又作僧婆訶、塞嚩訶、沙婆訶、莎縛訶、薩婆訶、蘇婆

訶、娑嚩訶、娑嚩賀、莎訶。《仁王經道場念誦儀軌》中謂「娑嚩訶」即成就、

吉祥、圓寂、息災、增益、無住之義；依無住義，「娑嚩訶」即是無住涅槃，依

此無住涅槃盡未來際，利樂有情，無有盡期。《大日經疏》則謂「莎訶」乃驚覺

義，即驚覺諸佛不違本誓，滿足所願，令道場具足嚴淨之意。又《大日經疏》又

載，「莎訶」乃打擊諸障礙，令彼退散，具有摧魔之義。 

《大乘大集地藏十輪經》中玄奘大師言，莎訶(唐言善說)。娑婆訶(若為自己

於娑婆字上。稱自己名及所為事。若為他人。稱他人名及所為事)。 

 

 

 

 

 
悉曇音聲分析：(續) 

第四十三句---娑囉娑囉 

1.娑州 s2 字音： 

娑州 s2 字音─娑【廣韻：素何切 sa 平聲】、【集韻、韻會：桑何切 sa 平

聲】、【廣韻：蘇可切 sax 上聲】、【集韻、韻會：想可切 sax 上聲】、【正韻：

素可切 sax 上聲】、【正韻：蘇箇切 sah 去聲】，【古今音表：中古音素何切 sa

平聲、上古音 sai 平聲、吳語 sәu、閩南音 so】，【廈門音：so】，若依吳音、夏

門音則娑宜發為 so`，因後接遍口音 va，又 sa 本身亦是遍口音，故都要加涅槃

音，故此字發娑 so`，此處 s2 長音即有涅槃音在內之延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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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囉先 ra 字音： 

囉先 ra 字音，依【廣韻：魯何切 la 平聲】、【集韻、韻會：良何切 la 平聲、

上聲】、【正韻：郎何切 la 平聲、上聲】、【集韻：利遮切 la 平聲】、【集韻：

郎可切 la 上聲】、【集韻：郎佐切 la 去聲】，再依【古今音表：中古音魯何切

la 平聲、吳語 lәu、閩南音 lo】、【廈門音： lo】。本字音依中古音發 la，古音

無 ra 之音，故借用 la 為音。囉先 ra 字是九遍口音之一，又因後接字是娑 sa`，

此處要發成 ra`亦可。  

 

 

 

 

 

第四十四句---悉利悉利 

1.悉利岭 s4 合字音： 

悉利岭 s4 合字音，悉【廣韻、集韻、韻會、正韻：息七切 sit 入聲】，再依

【古今音表：中古音息七切 sĭět 入聲、上古音 sĭet 入聲、吳語 siɪh、閩南音 sit/s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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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音：sek】，故知此音有涅槃音，古今音表是舌內音，廈門、閩南音者是

喉內音兼舌內音，兩者都能發涅槃音。惟悉後接字為舌內音，故此處宜用喉內音

之 sik 較易持誦。 

 

 

 

 

悉利岭 s4 合字之唎音，利【集韻：力至切 li 去聲】，若依【古今音表：中

古音 力至切 li 去聲、上古音 lĭei 平聲、吳語 li、閩南音 li/lai】，唎【廈門音：li】。

此字用別摩多之 4，故僅發 ri 音即可。 

 

 

 

 

第四十五句---蘇嚧蘇嚧 

1.蘇嚧 Sr9`字音： 

蘇嚧 Sr9 蘇字音，從【廣韻：素姑切 so 平聲】、【集韻、正韻：孫租切

so 平聲】、【集韻：山於切 so 平聲】、【字彙補：蘇故切 soh 去聲】，依此等

韻本＂蘇＂字音都要發 sau 之音，即成為 so，au=o。若再依【古今音表：中古音

素姑切 su 平聲、上古音 sa 平聲、吳語 sәu、閩南音 sɔ】、【廈門音：sou】。故

知此字宜發為 sau 蘇之音，始何悉曇密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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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嚧 Sr9`字音，其嚧【廣韻：落胡切 lo 平聲】、【集韻：龍都切 lo 平

聲】、【廈門音： lou】。嚧字擬音即是 ro，即由 ra+u=ro 之音而成。 

 

 
古今音缺 

 

 

第四十六句---菩提夜菩提夜  

1.菩由 bu 字音： 

菩由 bu 字音為，【廣韻、集韻：簿亥切 bai 入聲】、【廣韻：蒲北切 bo

入聲】、【集韻：鼻墨切 bjo→bo 入聲】、【廣韻：房久切 biu→bu 上聲】、【集

韻：扶缶切 biu→bu/piu→pu 上聲】、【集韻：蒲沒切 buo→bu/bo 入聲】、【廣韻、

玉篇：薄胡切 bo 平聲】。再依【古今音表：中古音-簿亥切 bɐi 入聲、閩南音 pue】、

【廈門音：pou、phou、phoe】。字典顯示 buddha 字詞，bu 古早音讀成 bau=bo，

故觀諸擬音，都是擬成 bo 較多，故菩由 bu 字音可讀 bu、bao、bo 等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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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 ddhi 字音： 

提 ddhi 字音為【廣韻、韻會：杜奚切 de 平聲】、【集韻、韻會：田黎切

de 平聲】、【集韻：市之切 zji→ji 平聲】、【正韻：辰之切 zji→ji 平聲】、【廣

韻：是支切 zje→je 平聲】、【集韻、韻會：常支切 zje→je 平聲】、【廣韻：都

禮切 te 上聲】、【集韻、韻會：典禮切 te 上聲】。再依【古今音表：中古音 杜

奚切 diei→di/de 平聲、上古音 die 平聲、吳語 di、閩南音 the/ti】，【廈門音：thoeh、

theh、the 、si】。依上諸發音資料，此音有兩處發音結尾，一者第二句門 ca 字

門處，一者第四句多 ta 字門是，本處當用第四句結尾，且第一個 d 不唸，被 bu

拿去當涅槃音 bud/but，而此處只要念成 dhi 提之音即可。 

 

 

 

 

 

 
 

3.夜伏 ya 字音： 

夜伏 ya 字音為【唐韻】羊謝切 jiah 去聲、【集韻】【韻會】寅謝切 jiah 去聲，夤

謝切 jiah 去聲、【正韻】寅射切 jah 去聲、【集韻】夷益切 jek 入聲，他歷切 thek

入聲。因起音於第二位置顎處，故屬第二句門聲。再依【古今音表：中古音羊謝

切 jĭa 去聲 ʎ、上古音 ia 去聲、吳語 iɒ、閩南音 ia】，【廈門音：mia、ia】，故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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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ya 發音為 ia，剛好是第二句門顎處發聲。另外 ya 之音，其前一字母要加 i 之

音聲，故 ddh 即要加上 i 發聲，即成為 ddhi 發音聲。 

 

 

 

 

第四十七句---菩馱夜菩馱夜 

1.菩白 bo 字音： 

菩白 bo 字音如上所述，發 bau/bo 之音聲。 

2.馱 dh2 字音： 

馱  dh2 字音【廣韻：徒何切 da 平聲】、【集韻、韻會、正韻：唐何切 da

平聲】、【集韻、韻會、正韻：唐佐切 da 去聲】、【集韻、五音集韻：徒蓋切

da 去聲】，此字音有二，一為 da，二為有去聲，可能要發 dha 之音聲。再依【古

今音表：中古音 徒何切 da 平聲、上古音 dai 平聲、吳語 dәu、閩南音 to】、【廈

門音：to】，中上古音都是合理的音聲，因後接 ya 之音，故本字音會發成 dhai、

dha`，若是發 dha`時，就有 dau、do 之音聲亦可。最後以發 dhai 音為佳，此

音有家後一字 i，然後八大辭類變化又成為長音，高好是吻合悉曇的音聲的。 

 

3.夜伏 ya 字音： 

夜伏 ya 字音，已述如前。本句菩馱夜白 伏 bodh2ya，讀成 bodhaiya 之音

聲。此音 dhai 即是”馱＂之標準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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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句---彌帝利夜 

1.彌亦 mi 字音： 

彌亦 mi 字音【廣韻：武移切 mye 平聲】、【集韻、韻會：民卑切 mje 平聲】、

【集韻：母婢切 mex 上聲】、【集韻：研奚切 nge 平聲】、【集韻：緜批切 mje

平聲】，從聲母來看，此字有唇內音，韻母則由顎處發聲轉第四舌內發音。再依

【古今音表：中古音武移切 mĭe 平聲、上古音 mĭei 平聲、吳語 mi、閩南音 bi/bĭ】、 

【廈門音：ni、mi、bi】，韻母都是直接轉成第二句門 i 韻母女聲音。故此字有

兩種讀法，一者讀 mie，另一者直讀 mi 之音聲。 

 

 

 

2.帝利泳 tr1 合字音： 

帝利泳 tr1 合字音，帝【廣韻：都計切 te 去聲】、集韻、韻會、正韻：丁計

切 te 去聲】，故知本音第四句門舌內音，韻母直用第四句門 e 音，或僅用第二

句門 i 韻母聲結尾。再依今音表：中古音-都計切 tiei→ti/te 去聲、上古音 tie 去聲、

吳語-ti、閩南音-te】、【廈門音：te】觀之，主要還是唸成 te 為者，子音是第四

句，韻母亦是第四句 e 之聲。 

 

 

 

3.夜伏 ya 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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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伏 ya 字音，已述如前。本句彌帝利夜亦泳伏 mitr1ya，讀成 miteriya 之音

聲。 

 

第四十九句---那囉謹墀 

1.那左 n2 字音： 

那左 n2 字音，【廣韻：諾何切 na 平聲】、【集韻、韻會：囊何切 na 平聲】、

【正韻：奴何切 na 平聲】，此三韻標平聲四有長音之意。【廣韻、正韻：奴可

切 na 上聲】、【集韻：乃可切 na 上聲】，此兩韻可發上聲。【廣韻：奴箇切 na

去聲】、【集韻、韻會、正韻：乃箇切 na 去聲】，此兩韻可發去聲。再依【古

今音表：中古音 諾何切 na 平聲、上古音 nai 平聲、吳語 nɒ/nã、閩南音 lo，中古

音奴箇切 na 平聲、上古音 nai 去聲、閩南音 lo，中古音奴可切 na 上聲、閩南音

lo/la】、【廈門音：to、 ta、 na 、lo】。從上觀之，na 後接囉九遍口音，故前

一字當發涅槃音，故此音有似長音之勢，n2 為其正音。 

 

 

 

 

 

 

 

 

2.囉先 ra 字音： 

    囉先 ra 字音以甚多音例，不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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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謹七 k1 字音： 

謹七 k1 字音【廣韻：居隱切 kon 上聲】、【集韻、韻會：几隱切 kon 上聲】、

【字彙：渠斤切 gon 平聲、去聲】，此等韻有從喉內音轉成舌內音之勢。再依【古

今音表：中古音 居隱切 kĭәn 上聲、上古音 kiәn 上聲、吳語 dʑin、閩南音 kin】，

及【廈門音：kin】，此韻聲等有保持喉內子聲，再轉舌內聲加舌內空音─n。若

再看後一接字墀 dhi，是第四句門字母，依此看來閩南音 kin 之發音，是合乎此

處悉曇發音之原則，故選用 kin。 

 

4.墀 dhi 字音： 

墀 dhi 字音，墀【廣韻：直尼切 ḍi/di 平聲】、【集韻、韻會：陳尼切ḍi/di

平聲】，以上兩韻是舌內顎韻母 i。【正韻：陳知切ḍi/di or ḍe/de 平聲】，第三、

第四句門男聲音，此韻母轉舌內齒韻母 e。再依【古今音表：中古音 居隱切ɖi→

ḍi 平聲、上古音 dĭei 平聲、閩南音 ti】、【廈門音：ti】觀之，都是第四句門之

舌內顎音韻母。此處第四句只有男聲音與女聲音之選擇，及第三句與第四句之選

擇。因前一空音是 n，故此處應選用 dhi 是正確的，就形成 ndhi。 

 

 

 

 

第五十句--地唎瑟尼那 

1.地唎呠 d4 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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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字地【廣韻：徒四切 dih 去聲】、【集韻、韻會：徒二切 dih 去聲】、

【正韻：徒利切 dih 去聲】，從此三韻可知＂地＂有涅槃音，而是第四句男聲音。

再依【古今音表：中古音 徒四切 di 去聲、上古音 dĭai 去聲、吳語 di、閩南音 ti/te】，

【廈門音：toe、ti、te】，都是第四句，中古音、上古音還是男聲音為主，故此

處地者是 di 之音，假借後一字 ri 之韻母來讀。唎者是 ri 音的別摩多，應無問題。 

 

 
 

2.瑟圬 0i 字音： 

瑟圬 0i 字音，【廣韻：所櫛切 srit 入聲】、【集韻、韻會、正韻：色櫛切 srit 入

聲】、【集韻：疏吏切 srih 去聲】，此三韻都是 sr 之處發音，r 是第 3、4 位置，

故此 sr 是 shi 之舌內齒音，故讀 0i 是對的，且都為有涅槃音 t、h 結尾，後必接

舌內音。再依 ʃĭ【古今音表：中古音所櫛切 et ʃĭ入聲、上古音 et 入聲、吳語 sɤh、

閩南音 sit/sik】、【廈門音：sek】，此中上古音是舌內齒音，尾巴亦是舌內涅槃

音。然而吳音、閩南音、廈門音都以喉內涅槃音結尾。此處後接＂那＂是第四句

門空音，故此字門依舌內涅槃音始能銜接，故知要讀瑟圬 0it 字音。 

 

 

 
 

3.尼市 ni 字音： 

尼市 ni 字音，【廣韻、集韻、韻會：女夷切 5i 平聲】，此韻是第三句門空

音。【集韻、類篇：尼直切 5ik 入聲】、【韻會、正韻：女乙切 5it 入聲】，此

兩音有喉、舌涅槃音，此三韻母雖以第三句發音。但因後接 na 音，即能抝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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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讀 5i 是不大可能。【五音集韻：乃禮切 nex 上聲】此韻轉第四句門女聲韻母，

故發上音。再依【古今音表：中古音 女夷切 ni 平聲、上古音 nĭei ɳ去聲、吳語 i、

閩南音 lĩ】、【廈門音： ni、li、lek、le】，都較偏向於用第四句門空音。故此

句宜讀 ni 比較有可能。 

 

 

 

 

 

4.那巧  nad 字音： 

那巧  nad 字音，那上面已述明發音，na 若接後一波音，則要有一鼰槃音，

此半字 d，剛好即轉成涅槃音 nat，可以不必發音。 

   

 

第五十一句---波夜摩那 

1.波渨 Pra 字音： 

波渨 Pra 字音，波【廣韻：博禾切 pua 平聲】、【集韻、韻會、正韻：逋禾

切 pua 平聲】，此二韻是唇內子音、舌內韻母，後接 ya 故要加涅槃音，即有 po`

之音聲。若依【集韻：班麋切 pri 平聲】、【正韻：逋眉切 pi 平聲】、【集韻、

韻會：彼義切 pieh 去聲】等三韻，韻母已轉成舌內顎音，故與＂波＂音不大適

用。在依【古今音表：中古音博禾切 pua 平聲、上古音 puai 平聲、吳語 pu、閩

南音 po/pho】、【廈門音：pho】，閩南音 po/pho、廈門音：pho 等比較接近波之

涅槃音，都是發女聲韻母，此處應無氣音之 po`較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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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夜伏 ya 字音： 

夜伏 ya 字音，已如前述，不再贅述。 

3.摩亙 ma 字音： 

摩亙 ma 字音，摩【廣韻：莫婆切 mua 平聲】、【集韻、韻會、正韻：眉波

切 mua 平聲】、【廣韻：模臥切 mua 去聲】、【集韻：莫臥切 mua 去聲】，以

上四韻都是唇內音轉接 ua 韻母，較偏向於後男韻母低沉聲。【集韻：忙皮切 mie

平聲】此韻轉成二、四位置之女生韻母，較不可能被採用。再依【古今音表：中

古音 莫婆切 mua 平聲、上古音 muai 平聲、吳語 mo、閩南音 mɔ，中古音 莫臥

切 mua 去聲、上古音 muai 平聲】，【廈門音：mou】，吳語 mo、閩南音 mɔ，

兩音相似，廈門音：mou，有可能轉成 mo=ma`之涅槃音。 

 

 

 

 

 

4.那巧 na 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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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巧 na 字音，已如前述，不再贅述。 

 

第五十二句--娑婆訶 

1.娑婆渢 sv2 字音： 

娑婆渢 sv2 字音，娑以如前述，有 so 之發音。 

婆 v2 字音婆向 va 音，婆向 va 字，【廣韻：薄波切 bua/ba/va 平聲】、【集

韻：蒲波切 bua/ba/va 平聲】、【韻會、正韻：蒲禾切 bua/ba/va 平聲】，擬音都

似有唇音。用上中古音之集韻、廣韻來擬音時，蒲波切(平聲)擬音成為 ba，有薄

波切(平聲)va，及蒲禾切(平聲) va。古今音表：中古音薄波切 bua/ba/va 平聲、吳

語 bu、閩南音 po，廈門音：po，擬音成為 bua，成為 va。綜上觀之，婆是向 va

音，因是遍口音之一，要發 va`之音。再依【古今音表：中古音 莫婆切 bua 平

聲、上古音 buai 平聲、吳語 bu、閩南音 po】、【廈門音：po】，有發 va`，若

發成 v2 長音，即有 va`之含意在。故本音有涅槃音之勢。 

 

 

 

2.訶扣 h2 字音： 

訶扣 h2 字音，【廣韻、集韻、韻會、正韻：虎何切 ha 平聲】，ha 平聲即

有長音之勢。再依【古今音表：中古音-虎何切 ha 平聲、上古音 hai 平聲、閩南

音 ho/hia】、【廈門音：o】，有 ha`之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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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成 ha 音： 

訶扣 h2 字用上中古音之集韻、廣韻來擬音時，是虎何切(平聲)，擬音成為 ha；

以漢字古今音表比較之，中古音訶為虎何切，擬音成為 ha，閩南河洛音為 ho 或

hia。(詳下表) 

  

 

 

三、大悲咒悉曇音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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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