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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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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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陀夜(五十三)娑婆訶(五十四)摩訶悉陀夜(五十五)娑婆訶(五十六)悉陀喻藝(五十七)室皤

囉耶(五十八)娑婆訶(五十九)那囉謹墀(六十)娑婆訶(六十一)摩囉那囉(六十二)娑婆訶(六十

三)悉囉僧阿穆佉耶(六十四)娑婆訶(六十五)娑婆摩訶阿悉陀夜(六十六)娑婆訶(六十七)  

  

 (2)不空法師  （705～774）T1064 

悉陀夜(五十三)娑婆訶(五十四)摩訶悉陀夜(五十五)娑婆訶(五十六)悉陀喻藝(五十七)室皤

囉耶(五十八)娑婆訶(五十九)那囉謹墀(六十)娑婆訶(六十一)摩囉那囉(六十二)娑婆訶(六十

三)悉囉僧阿穆佉耶(六十四)娑婆訶(六十五)娑婆摩訶阿悉陀夜(六十六)娑婆訶(六十七) 

  

 (3)不空法師  （705～774）T1113B(新增比較版本) 

悉陀夜(四十九)娑婆訶(五十)摩訶悉陀夜娑婆訶(50+51)悉陀喻藝(五十二)室皤伽羅耶

娑婆訶(五十三)那囉謹墀(五十五)娑婆訶(五十六)摩囉那囉(五十七)娑婆訶(五十八)悉囉

僧阿穆佉耶(五十九)娑婆訶(六十)婆摩訶悉陀夜(六十一)娑婆訶(六十二) 

 

(一)咒語粗淺義 

第五十三句 

悉陀夜 
帆湑伏 

siddh2ya 

娑婆訶渢扣 sv2h2，娑婆訶是本咒第二次出現的祈求語，蓋此語原為古印度

對神獻供時所唱之感嘆祈求詞，經云：或作唵 (o3) 聲、婆娑聲(va0 喃喃語聲、

吼叫聲)、蘇陀聲(sudhā、suta 甘露語聲)、娑婆訶聲(sv2h2 善說聲、祈求聲)，

受持呪術諷誦吠陀(ve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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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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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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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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五句 

摩訶悉陀夜 

亙扣帆湑伏 

Mah2siddh2ya 

摩訶悉陀夜亙扣帆湑伏 mah2siddh2ya，本句除加一「摩訶 mah2」外，餘

皆同與上句。此處 Mah2siddha 是一整句義，不是 mah2 siddh2ya 之兩句義，

意思是成為「一大聖哲」，或於瑜伽行上「大成就者」，如下英文所說明：「very 

perfect」 , a great saint , perfect Yogin。Mah2siddh2ya 是 Mah2siddha 之與格(dative)

變化，希祈「破地獄觀世音菩薩」賜與…，即賜與成就成「一大聖哲」、成一於

瑜伽行上有「大成就者」。 

陽性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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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六句 

娑婆訶  

渢扣 

sv2h2 

娑婆訶渢扣 sv2h2，上句之重復詞，是所祈求。娑婆訶渢扣 sv2h2 發音依

古德所翻。又有翻作：僧婆訶(samv2h2)、塞嚩訶(sai` v2h2)、沙婆訶(soa v2h2)、

莎縛訶(sua v2h2)、薩婆訶(sat v2h2)、蘇婆訶(sou v2h2)、娑嚩訶(sau v2h2)、

娑嚩賀(sau v2h2)、莎訶(sau h2)。 

 

第五十七句 

悉陀喻藝 

帆湀伋乞 

siddhayoge  

悉陀喻藝帆湑伋乞 siddhayoge，是由 siddha 與 yoga 連結成 siddha - yoga。

是指用瑜伽行，使自己的心地與色相、物體合一，或使自己心與宇宙合一，或是

使自己靈魂與本尊菩薩合一，…。如英文為 the union of soul with matter，the union 

of the individual soul with the universal soul。後面接有 10var2ya 向聖者，故有求於

聖者「破地獄觀世音菩薩」，與其本尊合一之意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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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siddhayoga 與後一詞連結聖者 10var2ya(master,lord,prince, king ,mistress)

連結所變化，本來 ga 之字母加上 1 後，即轉變為 ge 之音聲。  

  

 

 

 

 

第五十八句 

室皤囉耶 

湤全伏 

0var2ya 

室皤囉耶珂湤全伏 10var2ya，īśvara 自在之語，又作 vaśitā，有無礙、縱任，

即自由自在，隨心所欲，做任何事均無障礙。英文解釋為 a.powerful, supreme; able 

or liable to, capable。也有自主、自在、尊師、天主、國王、貴族、…之義。master , 

lord , prince , king。此為諸佛及上位菩薩所具之功德，故佛亦稱為自在人。菩薩

所具之自在力，有(1))觀境自在，謂菩薩以正智慧照了真如之境，及能通達一切

諸法之圓融自在。(2)作用自在，謂菩薩既以正智慧照了真如之境，即能由體起

用，自在現身說法，化導眾生。 

悉陀喻藝室皤囉帆湀伋乞湤先 siddhayogeśvara，本句 10vara 之與格(dative) 

即為 īśvar2ya。此句與上句連詞即成為 siddhayogeśvar2ya，整句即是說祈請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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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破地獄觀世音菩薩」，將持咒者與「破地獄觀世音菩薩」本尊合一，然後賜

與自在解脫煩惱之能力。 

 
 

第五十九句 

娑婆訶 

渢扣 

sv2h2 

娑婆訶渢扣 sv2h2，上句之重復詞，是所祈求。 

 

第六十句 

那囉謹墀 

左先七吜 

n2rak1ndhi 

此句直呼本尊佛號，「那囉謹墀」如前述是為左先七吜 n2rak1ndhi，是千

手千眼大悲咒之本尊之一。大悲咒本尊應有廿五位化佛，但咒語中較常見的大悲

咒，本尊有青頸觀音，是抳羅健詑、儞攞建制布匡一 n1laka56ha。日本真言宗，

又稱真言密宗、祕密宗、曼荼羅宗、瑜伽宗、陀羅尼宗、三摩地宗，其開山祖空

海弘法大師（774～835）所帶回去的大悲咒本尊就是青頸觀音(詳如下圖片檔)。

若有人把此伽梵達摩大師所翻的大悲咒本尊─「那囉謹墀」翻譯成「青頸觀音」，



 

法爾禪修中心                   7                       http://www.dharmazen.org 

這是嚴重的錯誤。前面已述明本咒之本尊「那囉謹墀」是「破地獄觀音」。又如

慈賢大師所翻的攞建姹 n1laka56ha 之「青頸觀音」大悲咒，第十六句是攞

建姹，n1la─dyed with indigo 靛藍色，ka56ha 是頸部，故稱青頸觀音。此「青

頸觀音」大悲咒在此前十五句中，與 84 句大悲咒是有些相同的，但還是有些地

方是不相同的，後面咒語也是一樣，有時是大不相同。 

 

 「那囉謹墀」梵文組合已如前述，再舉如下：n2raka 是地獄，惟地獄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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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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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rak1ndhi 光明照耀地獄、照破地獄，所以佛光照耀地獄眾生，讓地獄眾生脫離

地獄道，使眾生離苦得樂，故引伸說為破地獄觀音(詳前各圖片解說)。 

 談到破地獄觀音，可從佛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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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字章句陀羅尼能破煩惱障，淨於三毒根成佛道無疑。六字即是六觀世音，

能破六道三障。所謂「大悲觀世音」破地獄道三障，此道苦重宜用大悲。「大慈

觀世音」破餓鬼道三障，此道飢渴宜用大慈。「師子無畏觀世音」破畜生道三障，

獸王威猛宜用無畏也。「大光普照觀世音」破阿脩羅道三障，其道猜忌嫉疑偏宜

用普照也。「天人丈夫觀世音」破人道三障，人道有事理，事伏憍慢稱天人，理

則見佛性故稱丈夫。大梵深遠觀世音破天道三障，梵是天主標主得臣也。廣六觀

世音，即是二十五三昧。大悲即是無垢三昧，大慈即是心樂三昧，師子即是不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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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昧，大光即是歡喜三昧，丈夫即是如幻等四三昧，大梵即是不動等十七三昧。

節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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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化身共有廿五尊菩薩，各有四十手，合共為千手，每手

中有一眼，故合成為千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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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觀音─指密教之中應千手觀音之四十手而顯現之化身菩薩。於五部五法

之中各有八手，故共成四十真言法，即： 

(1)佛部息災法─有化佛手不離觀音、羂索手持索觀音、施無畏手除怖觀音、

白拂手拂難觀音、榜棑手現怒觀音、鉞斧手鎮難觀音、戟矟手破賊觀音、楊柳手

藥王觀音。 

(2)金剛部調伏法─有三鈷手金剛觀音、獨鈷手持杵觀音、寶劍手寶劍觀音、

宮殿手大勢觀音、金輪手不轉觀音、寶鉢手寶鉢觀音、日摩尼手日精觀音、月摩

尼手月精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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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寶部增益法─有如意珠手與願觀音、寶弓手寶弓觀音、寶經手般若觀音、

白蓮手分荼利觀音、青蓮手見佛觀音、寶鐸手法音觀音、紫蓮手見蓮觀音、蒲桃

手護地觀音。 

(4)蓮華部敬愛法─有蓮花合掌手現敬觀音、寶鏡手鏡智觀音、寶印手智印觀

音、玉環手持環觀音、胡瓶手持瓶觀音、軍持手禪定觀音、紅蓮手天花觀音、錫

杖手慈杖觀音。 

(5)羯磨部鉤召法─有鐵鉤手鉤召觀音、頂上化佛手灌頂觀音、數珠手念珠觀

音、寶螺手持螺觀音、寶箭手速值觀音、寶篋手見隱觀音、髑髏手縛鬼觀音、五

色雲手仙雲觀音等。 

 

第六十一句 

娑婆訶 

渢扣 

sv2h2 

直呼本尊「破地獄觀世音菩薩」佛名後，隨即稱「娑婆訶渢扣 sv2h2」，是

所祈求，上述所說等等…，都希菩薩賜與或成就一切法、圓滿一切事。 

 

第六十二句 

摩囉 那囉 

交先 左先 

m2ra n2ra 

摩囉那囉交先左先 m2ra n2ra，前一字 m2ra 有正給予摧毀，m2ra 由 m4 變

化而來，有 killing、destroying 摧毀之意。後一字 n2ra 即是地獄，relating to hell，

與 n2raka、naraka 無別，只是 ka 是副加詞，接在名詞後，有表示衰退、惡化、

不利之狀況，或者是有相類似之義。此處 n2ra 單純指地獄，若 n2ra 加上 ka 後，

即有不利、不好與相類似等具有兩者之義理。英文對於 ka 之解釋如下：a Taddhita 

affix (much used in forming adjectives ; it may also be added to nouns to express 

diminution , deterioration , or simi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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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十三句 

娑婆訶 

渢扣 

sv2h2 

娑婆訶渢扣 sv2h2，祈求「破地獄觀世音菩薩」，在我持此大悲咒時，將我

「地獄道之因」摧毀，以及餓鬼、畜生道等三惡道之因，都加以摧毀，是所祈求。 

 

第六十四句 

悉囉僧   阿穆佉耶 

圬先州  玅仿刀仲 

0iras2m  2mukh2y2 

悉囉僧阿穆佉耶圬先州  玅仿刀伏 0iras2m 2mukh2ya，0iras2m 是頭部之

意，由 0iras 轉變化 0iras2m 而來，其屬格(genitive)多數即是 0iras2m。英文解

釋為 head, top, point, summit, fore-part, front;bear on the head i.e.esteem highly,honour, 

respect. 2mukha 是 面 部 之 意 ， 合 成 之 意 思 是 以 頭 臉 全 部 來 作 禮 敬 (esteem 

highly,honour, respect.)，即是以五體投地在禮佛，恭敬禮拜「破地獄觀世音菩薩」。

如《準提心要》言：「稽首皈依蘇悉帝，頭面頂禮七俱胝，我今稱讚大准提，惟

願慈悲垂加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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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穆佉耶玅仿刀仲 2mukha，是臉部、面容，或有朝向之意。要向佛、菩薩

頭面頂禮，即是 2y2，此句在咒語前部份禮敬三寶、及觀世音菩薩時已述明，此

處應是 2mukha 與 2y2 之連結，就成為 2mukh2y2。 

 

 

2y2 是業格(accusative)及現在式(p)，有「正對著某對象」進入某種狀態，

此處指頭面頂禮「破地獄觀世音菩薩」之狀態。英文解釋如下：AyAP. %{-yAti} , 

to come near or towards ; to arrive , approach RV. AV. S3Br. MBh. Katha1s. &c. ; to 

reach , attain , enter BhP. &c. ; to get or fall into any state or condition ; to be reduced to , 

become anything (with the acc. of an abstr. noun) Hariv. MBh. R. BhP. Ragh. &c. 

 



 

法爾禪修中心                   12                       http://www.dharmazen.org 

  所以「悉囉僧  阿穆佉耶 0iras2m  2mukh2y2」此句是對著「破地獄觀世

音菩薩」頭面頂禮之義。此句漢譯音「耶」沒有像咒語前部份禮敬三寶、觀世音

菩薩時都用「 」，此處應是「悉囉僧  阿穆佉 0iras2m  2mukhqy2」比較正

確，不然有人會以為是與格(dative)之 2mukh2ya。 

 
 

第六十五句 

娑婆訶 

渢扣 

sv2h2 

娑婆訶渢扣 sv2h2，用頭面頂禮之虔敬心，來祈求「破地獄觀世音菩薩」，

希能滿其所願。 

 

第六十六句 

娑婆 摩訶  阿悉陀夜 

屹向 亙成   玅帆湑伏 

Sava maha 2siddh2ya 

娑婆 摩訶 阿悉陀夜屹向 亙成 玅帆湑伏 Sava maha 2siddh2ya，Sava

者有日月雙星之意，sava 者可指月亮(月星)，即是月光菩薩。Sava 又可指太陽(日

星)，即是日光菩薩。大悲陀羅尼經中，主要護法菩薩是月光菩薩及日光菩薩，

此日月雙星菩薩可共稱為 sava。Sava 用在行為上，還有隱喻─開始行動，給與

生命，當然由日光菩薩及月光菩薩來進行主導利益眾生事，解除苦難、賜與解脫

能力。Sava 英文解釋有 setting in motion , vivification , instigation , impulse , command , 

order (esp. applied to the activity of Savitri ; dat{savAya} , for setting in motion "。 

又有人可能會任為娑婆是 sarva，其實娑婆與薩婆是不同詞句，尤其在同一

咒語中，前者是 sava，後者是 sarva，有時兩者易被混淆，但看上面的咒文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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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婆是指 sarva，由上咒中文句可知 sarva 為一切、所有…。Sarva 一詞中有「r」

當涅槃音，故 Sarva 要發聲成為 sat va；而娑婆是 sava，因為此娑字有 sa`之聲

音，故發音作 so，形成 sava，so、sau 帶有長音之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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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訶 maha，此處「訶」是短音，與我們一般常見的摩訶 mah2 是有點不同。

此句摩訶是 maha，是具有威武、偉大、強勢、極有力道之義。配合上述日月雙

星，日月雙星是娑婆世界中眾星宿中之最者，故能成辦一切事。而 Mah2 是為大

之義，是由 mahat 演變而來，此處若用 mah2 就不能上下連貫語義而得到合理

之解釋。 

 

 

 

 

阿悉陀夜玅帆湑伏 2siddh2ya 即是克服、限制、…。祈求日月雙菩薩來克服

種種苦難，解除地獄或三惡道之苦。2siddha 之「與格」即是 2siddh2ya，即是

賜與克服種種苦難，解除三惡道之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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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不空法師（705～774）T1113B(新增比較版本) 本句翻為「婆摩 訶悉

陀夜」，即是 v2ma h2st2ya，v2ma 或 v2m2 有可令人愉快的、美麗的、喜愛、

滿足所願、…。此處是指化成千手千眼的「破地獄觀世音菩薩」，願能滿足持咒

者之祈求。而 h2st2ya 是指用「多手」化成的「破地獄觀世音菩薩」。T1113B

此處有言，由「破地獄觀世音菩薩」本尊賜與千手千眼之能力，來達到去除持咒

者三惡道之因。而伽梵達摩大師 T1060 的八十四句大悲咒語，是由本尊「破地獄

觀世音菩薩」主導外，還加上日月光菩薩等來護持，等於有三位一體來做諸佛事。 

 

 

 

第六十七句 

娑婆訶 

渢扣 

sv2h2 

娑婆訶渢扣 sv2h2，由此而向日光菩薩、月光菩薩祈求，能夠克服三惡道之

苦，離一切苦厄，得解脫到彼岸，是所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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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悉曇音聲分析：(續) 

第五十三句 

悉陀夜 

帆湑伏 

Siddh2ya 

1.悉帆 si： 

悉字帆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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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是【廈門音：sek】，故知此音「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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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者都能要發涅槃音。惟「悉帆 si」後接字為舌內

音，故此處宜用喉內音之 sit 較易持誦。此音 sit 有涅槃音，為舌內結尾音，故後

定接第四句門始音之字，有如 da、dha 等。 

 

 

 

 

 

 

2.陀湑 ddh2： 

「陀叨 da」字，依中古 da，上古音讀 dai，吳音可讀 dau，閩南話讀 to，此

處本應讀一般的 da 音。但觀其前後咒語之義，不適用 da 之字，所以要讀 dha 之

音聲，已如上述。「陀湑 ddh2」從各漢譯音來探討，「陀」亦可唸作 dha，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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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諸表解。此字「陀 ddha」之前一字母 d 已形成前一字「悉」之涅槃音 sid、sit，

而後生再發本字 dha 之音即可。 

 

 

 

 

 

 

 

3.夜伏 ya： 

夜伏 ya 字音，廣韻有羊謝切(jia)，閩南音為 ia，故此字音發為 ya 無疑問。 

 

 

 

 

第五十四句 

娑婆訶 

渢扣 

Sv2h2 

1.娑屹 sa 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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娑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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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ə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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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即有涅槃音在內之延音。 

 

 

 

 

 

2.娑婆渢 sv2 連字音： 

娑婆渢 sv2 字音，娑以如前述，有 so、s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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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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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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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五句 

摩訶悉陀夜 

亙扣帆湑伏 

Mah2siddh2ya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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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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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訶扣 ha 音： 

訶扣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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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以漢字古今音表比較之，中古音訶扣 h2 虎何切，擬音成為 ha，閩南河洛音為 ho。

(詳下表) 

 

 

3.悉陀夜 

 悉陀夜帆湑伏 siddh2ya 發音已如前述。 

 

第五十六句 

娑婆訶 

渢扣 

Sv2h2 

娑婆訶渢扣 Sv2h2 發音已如前述。 

 

第五十七句 

悉陀喻藝 

帆湀伋乞 

siddhayoge 

1.悉帆 si 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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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帆 si 字母發音已如前述。 

2.陀湀 ddha 字音： 

   陀湀 ddha 字母發音已如前述。 

3.喻伋 yo 字音： 

    喻伋 yo 字音從廣韻中得知羊戍切，擬音為 jyoh，千字文中有列喻為 yo 之

音。故此字應發 yo 無疑。 

 

 

 

 

 

 

4.藝乞 ge 字音： 

藝乞 ge 字廣韻為魚祭切，擬音為 ngied，本音可帶有舌內涅槃音。閩南音

為 ge。本字擬音為 ge 應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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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句 

室皤囉耶 

湤全伏 

0var2ya 

1.室在 0a 字音者： 

室 0a 字音者，室【廣韻、集韻、韻會、正韻：式質切 sji 入聲】、【集韻、

韻會：式吏切 sji 去聲】，sj 擬音應為 0，後加 i 則成為 0i，又因有入聲，故表示

有涅槃音，即要發 0i`(0it)之音。 

室圬 0i 音是二合字 0va，借第三轉音 i 韻母來發音，所以 0i 讀成 sek，中古

音、上古音都有標入聲，閩南語亦是 sik、sit，故要發涅槃音 0it。 

至於廈門音＂室＂發 sek 之音亦有可能，但要看後接字是發何音，才能來取

捨。以後接字＂佛＂字觀之，可能要發 i 韻母聲，故此字聲還是以 0it 為可能之

發音。詳下圖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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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皤 va 字音者： 

 皤 va 字音者，薄波切，擬音為 bua；廣韻為薄禾切，擬音為 pua。吳音為 bu，

閩南語音為 po。此音宜轉為第五句門 pa`，即是要發 pa`或 po。 

 

 

 

 

3.囉先 ra 字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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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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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韻：郎佐切 la 去聲】。 

 

 

 

 

4.耶伏 ya 音： 



 

法爾禪修中心                   24                       http://www.dharmazen.org 

耶伏 ya 音，耶者【廣韻：以遮切 ja→ya 平聲】、【韻會：余遮切 ja→ya 平

聲】、【正韻：于遮切 ya 平聲】、【正韻：徐嗟切 jia→ya 平聲】，依古今音表：

中古音-以遮切 jǐa→ya 平聲，吳語-iɐ→ya，閩南音-ia→ya、廈門音：ia→ya，故

此字發成 ya 之音似無問題。 

 

 

 
 

 

第五十九句 

娑婆訶 

渢扣 

Sv2h2 

娑婆訶渢扣 Sv2h2 發音已如前述。 

 

第六十句 

那囉謹墀 

左先七吜 

n2rak1ndhi 

 
1.那巧 na 字音： 

那巧 na 字音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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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韻、正韻：奴可切 na 上聲】、【集韻：

乃可切 na 上聲】、【廣韻：奴箇切 na 去聲】、【集韻、韻會、正韻：乃箇切 na

去聲】，古今音表：中古音諾何切、奴箇切 na 平聲、奴可切 na 上聲，閩南音 lo，

【廈門音：to、 ta、 na 、lo】，此等資料觀之，那 na 字後接九片口音 ra，故要

發涅槃音，即是 na`，如此應有 n2 長音無誤，此處為 n2 之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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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羅先 ra 字音者： 

羅先 ra 字音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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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音 la 者即是 ra 之音聲，述如前

文。 

古今音表：中古音 魯何切 la 平聲、閩南音 lo。廈門音： lo。此處 ra 擬音，

閩南、夏門等雖有 lo 之音生，是故可能會發 lo`之音聲，宜為 ra 應無誤。若如此，

本音節有可能要發 ro`之聲，因 ra 是九遍口音之一，後應加涅槃音，即成 ra`，

ra`隱含有 ro`之音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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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謹墀七吜字音者： 

謹墀七吜 k1ndhi 字音者，先談謹 kin 音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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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切韻聲

似不合本處之音聲。而古今音表：中古音 居隱切 kən 平聲、閩南音 kin，廈門音：

kin，後之二者較符合謹 kin 之音聲。 

 

4.墀 dhi 字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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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正韻：陳知切ḍi/di or ḍe/de 平聲】，經查梵文墀者有諸借聲，如上之音

切，或 kundikā，音譯軍持、軍遲、捃稚迦、君持、君遲，墀與遲似都有用 di 之

聲音。古今音表：中古音墀，居隱切ḍi 平聲、閩南音 ti，廈門音：ti 聲。此處所

示皆是 di 或 ti 之聲音。然而，整句「那羅謹墀」等字詞，查卅二萬字英梵詞典

時，及梵漢大辭典，應是 indhi 之音義，已如前上述，故此處應是 n2rak1ndhi，

所以此處疑似為 dhi 之音聲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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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十一句 

娑婆訶 

渢扣 

Sv2h2 

娑婆訶渢扣 Sv2h2 發音已如前述。 

 

第六十二句 

摩囉 那囉 

交先 左先 

M2ra n2ra 

1.摩亙 ma 音： 

摩亙 ma 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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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ah 去聲】、【集韻：

忙皮切 mie 平聲】。若依古今音表：中古音 莫婆切 mua 平聲、莫臥切 muah 去

聲、吳語 mo、閩南音 bɔ，廈門音：mou。本音因是字尾，故此處要發 ma`之涅

槃音聲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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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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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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ə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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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那左 n2 字音者： 

那左 n2 字音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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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韻、正韻：奴可切 na 上聲】、【集韻：

乃可切 na 上聲】、【廣韻：奴箇切 na 去聲】、【集韻、韻會、正韻：乃箇切 na

去聲】，古今音表：中古音諾何切、奴箇切 na 平聲、奴可切 na 上聲，閩南音 lo，

【廈門音：to、 ta、 na 、lo】，此等資料觀之，那 na 字後接九片口音 ra，故要

發涅槃音，即是 na`，如此應有 n2 長音無誤，此處為 n2 之長音。 

 

 

 

4. 囉先 ra 字音： 

囉先 ra 字音，發音已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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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十三句 

娑婆訶 

渢扣 

Sv2h2 

娑婆訶渢扣 Sv2h2 發音已如前述。 

 

第六十四句 

悉囉僧   阿穆佉耶 

圬先州  玅仿刀仲 

0iras2m  2mukh2y2 

1.悉帆 si 字音： 

 悉帆 si 字母發音已如前述。 

2.囉先 ra 字音： 

囉先 ra 字音，發音已如前述。 

3.僧戌 sam 字音： 

僧戌 sam 字音，廣韻蘇增切，擬音應為 sonŋ，吳音 sanŋ，閩南語音為 tsiŋ。

此處 sam 應非大空音之 sa3，而是 sam，m 僅是 m 之半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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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玅 2 字音： 

    阿玅 2 字音，廣韻烏何切，擬音為 ，是為喉內音阿 2，閩南語音有 a、o

兩音。 

 

 

 

 

5.穆仿 mu 字音： 

    穆仿 mu 字音，莫六切，擬音為 miuk，吳音為 moh，廈門音為 bok，三者皆

有涅槃音，主要還是喉內音，後接 kha 是喉內音。 

 

 

 

 
 

6.佉刀 kh2 字音： 

佉几 kha 字廣韻為丘伽切(平)，擬音 khia，是中天音轉第三轉音 khia。若是

卻、却漢譯音，廣韻即是去約切(入)，擬音即為 khiak，是中天音轉第三轉音 khia，

帶有涅槃音，後定接喉內音。此音是佉刀 kh2，故已有涅槃音之含義在，故不用

入聲的卻、却等音，僅用第三轉音 khi2 長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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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耶仲 y2 音： 

耶仲 y2 音，耶者【廣韻：以遮切 ja→ya 平聲】、【韻會：余遮切 ja→ya 平

聲】、【正韻：于遮切 ya 平聲】、【正韻：徐嗟切 jia→ya 平聲】，依古今音表：

中古音-以遮切 jǐa→ya 平聲，吳語-iɐ→ya，閩南音-ia→ya、廈門音：ia→ya，故

此字發成 ya 之音似無問題。 

 

 

 
 

 

第六十五句 

娑婆訶 

渢扣 

Sv2h2 

娑婆訶渢扣 Sv2h2 發音已如前述。 

 

第六十六句 

娑婆 摩訶 阿悉陀夜 

屹向 亙成  玅帆湑伏 

Sava maha 2siddh2ya 

1.娑屹 sa 字音：娑屹 sa 字音發音已如前述。 

2.婆向 va 字音：.婆向 va 字發音已如前述。 

3.摩亙 ma 字音：摩亙 ma 字發音已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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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訶成 ha 字音：訶成 ha 字發音已如前述。 

5.阿玅 2 字音：阿玅 2 字發音已如前述。 

6.悉帆 si 字音：悉帆 si 字發音已如前述。 

7.陀湑 ddh2 字音：陀湑 ddh2 字發音已如前述。 

8.夜伏 ya 字音：夜伏 ya 字音發音已如前述。 

 

第六十七句 

娑婆訶 

渢扣 

Sv2h2 

娑婆訶渢扣 Sv2h2 發音已如前述。 

 

三、大悲咒悉曇音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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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