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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曇密教悉曇密教悉曇密教悉曇密教－－－－咒語研究考證咒語研究考證咒語研究考證咒語研究考證    

八十四句大悲咒悉曇讀音分析八十四句大悲咒悉曇讀音分析八十四句大悲咒悉曇讀音分析八十四句大悲咒悉曇讀音分析((((1111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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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本文分解悉曇讀音順利祈求本文分解悉曇讀音順利祈求本文分解悉曇讀音順利，，，，使大悲咒原音再現使大悲咒原音再現使大悲咒原音再現使大悲咒原音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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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大悲咒漢譯音分析大悲咒漢譯音分析大悲咒漢譯音分析大悲咒漢譯音分析 

(1)唐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唐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唐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唐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650~656)譯版本譯版本譯版本譯版本 T1060 

者吉囉阿悉陀夜(六十八)娑婆訶(六十九)波陀摩羯悉哆夜(七十)娑婆訶(七十一)那囉謹

墀皤伽囉(七十二)娑婆訶(七十三)摩婆利勝羯囉夜(七十四)娑婆訶(七十五) 

  

    (2)(2)(2)(2)不空法師不空法師不空法師不空法師     （（（（705705705705～～～～774774774774））））T1064T1064T1064T1064    

者吉囉阿悉陀夜(六十八)娑婆訶(六十九)波陀摩羯悉哆夜(七十)娑婆訶(七十一)那囉謹

墀皤伽囉(七十二)娑婆訶(七十三)摩婆利勝羯囉夜(七十四)娑婆訶(七十五) 

  

    (3)(3)(3)(3)不空法師不空法師不空法師不空法師     （（（（705705705705～～～～774774774774））））TTTT1113B1113B1113B1113B((((新增比較版本新增比較版本新增比較版本新增比較版本))))    

者吉囉阿悉陀夜(六十三)娑婆訶(六十四)婆摩羯悉哆夜(六十五)娑婆訶(六十六)那羅謹

墀皤迦羅夜(六十七)娑婆訶(六十八) 摩婆唎勝羯夜(六十九)娑婆訶(七十) 

 

(一)咒語粗淺義 

�第六十八句 

者吉囉 阿悉陀夜 

弓咒   玅帆湑伏 

C2kra  2siddh2ya 

者吉囉 阿悉陀夜弓咒 玅帆湑伏 C2kra 2siddh2ya，Cakra 是輪字義，用其

原形呼格(vocative)。C2kra、Cakra 兩字都可用，然因 ca 字母是女聲音後又是

女聲音 ka，故 ca 得接用涅槃音，故以 c2 長音讀之，是故成為 c2kra，此亦是

合離車子時期後之梵文語法。此 c2kra 者有「輪」之義，「輪」其義理於密教言，

是不可思議之威德力。英文解釋為：carried on (a battle) with the discus; belonging to 

a wheel; circ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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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基本上有五輪說，一者阿狣 a 字是最勝大因陀羅輪(因陀羅輪 Indra)，又

作因陀邏 Indra、因達羅 Indra、因提棃 Indri，因提、因抵是 Indri，是隱藏 r 不

發音。Indra 意譯為最勝、無上之義，若是指人物，有時是指天主、帝釋天。在

密教中智火輪，三角赤色尖頭向上，號曰一切智心火劣 ra3。 

弓咒 C2kra 灼羯羅(ciak ka ra)、斫迦羅(ca k ra)，有時漢譯翻為爍迦羅(轉讀

cik ka ra)，，，，也是具有金剛、堅固、輪鐵等意。又如輪山則是 Cakravāda，讀為

斫迦婆羅 ca ka v2 7a(7a 是近 ra 之聲)，即是近地獄之鐵圍山。如《楞嚴經》卷

三：「爍迦羅心無動轉。」其爍迦羅一詞，乃精進、堅固之義。又爍迦羅眼，謂

金剛眼、堅固眼，即指明定正邪、辨別得失之眼。 

但此字翻成爍迦羅，有時是指在咒 0akra 之字詞，讀成爍迦羅 0ik ka ra。此

字與 cakra 義理相當，0ikara 如英文是為 strong 強壯, powerful 有力 , mighty

雄勢，…。 

阿悉陀夜玅帆湑伏 2siddh2ya，是 2siddha 之與格(dative)，有賜與受到控

制之義，此句與上句 c2kra 2siddh2ya 連結，語意成為請破地獄觀世音菩薩，賜

與 c2kra 堅固輪來控制、轉易一切不如意事、煩惱事、…。又此句音 si 是中聲

音，所以前一字 2 是能接後續之 si 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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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2siddh2ya 改為 asiddh2ya，義理上亦可相通，因 asiddh2ya 是不完美的、

不完整的，或未完成的、無效的、未被證實的、…，祈請菩薩都賜與完美、完整、

完成、有效、…。如果是這樣的解釋，則者吉囉 阿悉陀夜弓咒狣帆湑伏 C2kra 

asiddh2ya 就要翻譯成”請破地獄觀世音菩薩，賜與 c2kra 堅固輪，來讓諸不完美

的、不完整的，或未完成的、無效的、未被證實的、…等等不完美、不完整、不

完成、沒有效的事，轉化為完美、完整、完成、有效之事。如此的話，此句音

si 是中聲音，所以前一字 a 要能接後續之 si 之音，就要讀成涅槃音 a`、at。 

 

 

 

 

�第六十九句 

娑婆訶 

送扣 

Sv2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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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句娑婆訶渢扣 sv2h2，與五十六句同，是上句之重復詞，是所祈求、善說

咒語之義，以完美之聲明來讀咒語，使咒義成成就，使破地獄觀世音菩提能慈悲

賜與所願求。 

娑婆訶渢扣 sv2h2 發音已如前述有多種，依古德所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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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句 

波陀摩羯悉哆夜 

扒痧成耵出仲 

P2dmahast2y2 

波陀摩 扒痧 P2dma 是為蓮華義，扒痧 P2dma、扔痧 padma 兩者義理是

相同，皆可使用，但若是以悉曇聲明來講，pa 是女聲音，下一字要轉男聲舌內

音，所以要加涅槃音較易讀順，所以會將 pa標示成為長音 p2，此 2有兩重義理，

一者是表涅槃音義，一者是強化第一義諦之義理，故 2者是寂靜不動義也。波陀

摩 扒痧 P2dma 也有被翻成波摩，即是 p2dma 之 da 不發音，d 當成涅槃音，

故成為波摩二聲音而已。翻兩音與三音時有何不同意思，pa者第一義諦，da者

施與、布施義，ma者無我義，三音即是請觀世音菩薩賜與我住無我、無我慢障，

住入第一義諦寂靜中。若只有發兩音，除 d有涅槃音作用外，隱藏不唸，如此六

字大明咒就少一音，基本義理上無不同，即是得無我住第一義諦。 

再就 P2dma 三音皆翻譯出者有 T1060 T1060 T1060 T1060 伽梵達摩法師伽梵達摩法師伽梵達摩法師伽梵達摩法師，，，，波陀摩羯悉哆夜(七

十)；龍藏龍藏龍藏龍藏 652652652652 伽梵達摩法師伽梵達摩法師伽梵達摩法師伽梵達摩法師波陀摩羯悉哆夜(七十)；T1064T1064T1064T1064 不空法師不空法師不空法師不空法師波陀摩羯悉

哆夜(七十)，以上有三版本。P2dma 翻成兩音，隱藏 da 成涅槃音不發音者有

TTTT1113B1113B1113B1113B 不空法師不空法師不空法師不空法師婆摩羯悉哆夜(六十五)；T2409T2409T2409T2409 行林第廿六嚴覺洪道阿闍梨行林第廿六嚴覺洪道阿闍梨行林第廿六嚴覺洪道阿闍梨行林第廿六嚴覺洪道阿闍梨波麼

羯悉多夜(68)；T2476T2476T2476T2476 別行卷第三譯者不詳別行卷第三譯者不詳別行卷第三譯者不詳別行卷第三譯者不詳波摩 羯悉哆夜(68)；T2843T2843T2843T2843 譯者不詳譯者不詳譯者不詳譯者不詳

波摩羯悉哆耶(六十七)；高麗版高麗版高麗版高麗版波(陀)摩 羯悉陁夜(68)；房山房山房山房山 3333 洞洞洞洞波摩喝悉哆夜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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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云：是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與蓮華上如來、應、

正等覺，說是六字大明陀羅尼曰：唵(引) 麼抳 鉢訥銘(二合) 吽(引)。此咒共七字

七音，既然是六字大明陀羅尼，即應只有六字，因此「唵」是咒語前

置辭，表佛之法報化三身，所有咒只要是上師，應都能知道咒前與咒

後，何處要安何字？故此唵係不能算是六字大明陀羅尼。所以我以前說藏

音之六字大明陀羅尼，不足六字音，僅有五字音，以把 da 隱藏掉，又把 pa 依

me 之音而轉為 pe，pa、ma 都是唇內音，是不好唸，就是把 pe 轉轉 be 音(貝)男

聲音還是不好唸，所以所以最好還是念成 padme，pa 自動加涅槃音即成 pa` da 

me。當然此是題外話，提供有心要把悉曇聲明搞懂者參考。 

    

    

    蓮花者是天華 divya-puspa 之一種，天華者指天上之妙華。經云共有八種蓮

華，另據《法華經》序品所載，佛欲說《法華經》前，是說完《無量義經》後，

即入無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是時，天雨曼陀羅華(māndāra)、摩訶曼陀羅華

(mah2 māndāra)、曼殊沙華(mañjūsaka)、摩訶曼殊沙華(mah2  mañjūsaka)等

四種天華，而散於佛及諸大眾身上。《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序品則舉十二種天華，

除上列四種天華外，復加優羅華（utpala）、波頭摩華（padma）、拘物頭華

（kumuda）、芬陀利華（pundarīka）、瞻蔔迦華（campaka）、阿提目多華

（atimuktaka）、波利尸迦華（vārsika）、蘇摩那華（sumanas）等八種。在印

度古代時，習慣將諸種美好之物稱作「天物」，人中之好華如天物者，亦稱天華。

《大智度論》云：「云何為天華？天華芬熏，香氣逆風。」 

羯悉哆夜成耵仲 hast2y2，此字之前部份是一字 hasta，再與上一字連結成

p2dmahasta，意思為蓮華手菩薩，蓮華手菩薩即是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之別稱之別稱之別稱之別稱。。。。觀世音

菩薩梵名是 Avalokiteśvara，音譯阿縛盧枳低濕伐羅，以慈悲救濟眾生為本願之

大菩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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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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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菩薩、闚音菩薩，略稱觀音菩薩。別稱救世菩薩、「蓮華手蓮華手蓮華手蓮華手菩薩菩薩菩薩菩薩」、圓通大士。

另一梵名為 Āryāvalokiteśvara，音譯阿唎耶跋盧枳羝鑠筏囉，為聖觀世音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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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華經》卷七《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詳說此菩薩於娑婆世界利益眾生之事，

謂受苦眾生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令得解脫；若有所求，亦皆令

得；又能示現佛身、比丘身、優婆塞身、天身、夜叉身等，以攝化眾生。 

此處宜先討論，「羯悉哆夜」之「羯悉哆」，為何是 hasta(手之義)，而不

是 kasta？ kasta 者因梵語辭典裡無此字，有的字只是 ka=6a，=6a 漢譯音應是瑟

吒，與 sta 之音不合，kasta 之意思也都是負面的，所以不可能是 ka=6a。那有

無可能是 ka=ita？此字”=i” 可能唸”史、師、私”，不可能唸”悉”之音，而且 ka=ita

字義也是負面的多，有受傷害之義，用在此處也不是合理的字。若是 Kisita 無此

字詞。而 K=ita 是有字，但音不是這樣唸法，應是 k=a 轉第三轉音 k=i 之音，故

k=ita 也不是「羯悉哆」這麼唸法，其義理也不合，此句有疲憊、困頓之義，故

此等字詞都不能被使用。 

那如何來解決此字與字音呢？從我們搜集的大悲咒 11 版本中，此句都是翻

「羯悉哆夜」，只有房山第 3 洞挖出的大悲咒用「喝悉哆夜」，此字喝是關鍵性

的證明，所以此句可以證明是「喝悉哆夜」hast2y2 轉唸成 kasit2y2，而此 ka

為配合後字”si”之舌內音，故也先要轉成第三轉聲即成「羯悉哆夜」。此 ka發音

是要讀成羯 kiat之音，這是中天音之唸法，這要在發音時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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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句最後之部份是 2y2，此詞與本咒開頭之觀世音菩薩佛名諸尊稱一樣，於

詞尾都要加上 2y2，即是有”向…禮敬”之意，即是”向”觀世音菩薩禮敬、歸依、

依止、…。此處的 2y2 與上所述之句子一樣，再把英文解釋附如下，有”靠上對

象、然後向…作…之義”，即是 approaching，然後 fall in to …any condition。 

 

所以「蓮華」與「手」連結詞 padmahasta成蓮華手，再與 padmahasta連

結成即是 padmahast2y2，合起來的意思即成為”向”蓮華手菩薩 sv2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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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明，此處的 padmahast2y2不是 padmahast2ya，若是 padmahast2ya，

即有與格 (dative)之語義，即是給 padmahasta 予我之義，而此處不能把

padmahasta蓮華手菩薩給與我，只能向 padmahasta蓮華手菩薩禮敬後，持大

悲咒後說：賜我…，如斷煩惱、開智慧，或在持咒前有所發願祈求等所稟報之事

情，希 sv2h2 能滿我所願。故此處 2y2 者是 imperative 要求、強烈祈求之意，

而是”向第二者”蓮華手菩薩禮敬、祈求…。 

 

Padma 是紅色之蓮華，亦是天華之一種，音譯作鉢頭摩華。原產於東印度、

波斯等國。千手觀音四十手中，其左面之一手持此華，稱紅蓮華手。千手千眼觀

世音菩薩大悲心陀羅尼：「若為求生諸天宮者，當於紅蓮華手。真言：唵 商揭  

薩嚩賀。」 

《佛光辭典》云：六字大明咒 vidyā-sadaksarī，原為喇嘛教徒所稱唱之觀世

音菩薩之心咒，後廣為一般佛教徒所誦持。即指「唵 嘛 呢 叭  吽」（oj mani 

padme hūj）六字真言，乃表示「歸依蓮華上之摩尼珠」之義。此真言為阿彌

陀佛讚歎觀世音菩薩（蓮華手菩薩）之語，為一切福德智慧及諸行之根本。西藏

密宗寶典中說六字大明咒之由來，謂依此六字能閉六道生死之門，意即唵字閉諸

天，嘛字閉修羅，呢字閉人間，叭字閉畜生， 字閉餓鬼，吽字閉地獄。此外，

《大乘莊嚴寶王經》中亦詳解此咒。 

 

�第七十一句 

娑婆訶 

送扣 

Sv2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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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句娑婆訶渢扣 sv2h2，與六十九句同，是上句之重復詞，是所祈求、善說

咒語之義，以完美之聲明來讀咒語，使咒義成成就，使破地獄觀世音菩提能慈悲

賜與所願求。不贅述。 

 

�第七十二句 

那囉謹墀皤伽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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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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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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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hIdhIdhIdh 字根，是為點燃火光，現起光明之義，IdhIdhIdhIdh 轉

變成 IndhIndhIndhIndh，文法上再變化為 indhiindhiindhiind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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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皤伽囉】 

扔丸先仲 

Pag2ra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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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皤伽囉扔丸先仲 Pag2ray2，本句語詞不詳，十一個翻譯版本都很一致，

故無異相(差異處)可尋。本句僅查到 pag2r2，意思是銘文、碑文上，有提到一個

地方之名，對於此地方名子，無從考查其隱含之義理。此地方似不應是在人間(雖

印度 jaipur 附近有此地名)，不然也不必祈求破地獄觀世音菩薩來加持，讓我們

滿自己之願求。此原詞是 pag2r2，註明是陰性 f。詞類變化成為具格(instrumental)

─pag2ray2，此語音與漢譯音應是完全吻合，字尾可順理都成為尾音之 y2(長

音)，因漢譯音特別是用「」。另字前 pa是要讀涅槃音「pa`皤」，此是點第

二點理由，如此若是這個字詞時，因是具格，意思是具有利用此 pag2ray2來達

到什麼目的之義，但此處是指一地名，應是可藉此住入涅槃、寂樂、避難的地方

吧！ 

若是用 pr2g2ra，是有此字詞，在陽性與中性詞類 m. or n.中，是為 a principal 

building Inscr.。義為在古銘文與碑文中，是指一主要的、首要的建築物，其與格

(dative)為 pr2r2r2ya，是祈求破地獄菩薩給與我一很好、很重要的避難所建物之

意。若是用此句時，則有幾點是具疑義的，一者尾音 ya 非長音，此與漢譯音「」

不符合。二者若是詞前之 pr2 要依翻漢譯音，應是要翻為「波」，如五十一句「波

夜摩那渨伏亙巧 Prayamana」，而此處漢譯音僅是翻「皤」─「皤伽囉」，

如是乎前後文似不相應，故此處用 pr2 僅供參閱。 

     兩者難以選擇，於第一義理中本無分別，若捨棄世間名相之執著，改用悉

曇密義來解釋，ya者是乘，ra是火燒一切煩惱、斷一切習氣，ga者是來到，pa

者是住第一義諦，離言說、離名字相，修入第一義諦中。故此句 pag2ray2者可

譯為乘此大悲咒音聲，修入遠塵離垢，入第一義諦中，是所祈求。然後 g2者是

ga 之寂滅相，y2 者是 ya 之寂滅相，故終究有來、無來，有乘、無乘皆歸入一

阿狣字門，根本不生一切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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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句 

娑婆訶 

送扣 

Sv2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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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句娑婆訶渢扣 sv2h2，與六十九、七十一句同，是上句之重復詞，是所祈

求、善說咒語之義，以此完美之聲明來讀咒語，使咒義成成就，使破地獄觀世音

菩提能慈悲賜與所願求。不贅述。 

 

�第七十四句 

摩婆利 勝羯囉夜 

交向印 在圣全兆 

m2vali 0a{khar2ya` 

摩婆利交向印 m2vali，此 m2vali 亦是指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咒語前面之

廿五位化身菩薩之破地獄觀世音菩薩尊稱完、祈求完後，即當尊稱本地尊，此咒

本地尊即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M2vali 此句義理當從毘紐 vi=5u 談起，毘紐 vi=5u 者於古印度是千手眼之菩

薩，意即指千手千眼之觀世音菩薩，此菩薩可降伏諸阿修羅道。阿修羅道於修行

人中常興起障礙其道之行為，有時可看成是魔類，欲使修行人起瞋心故。M2vali

又可當發起無量光明之火燄，此火燄被擲出以去除諸障礙。詳如下圖表所述說明。 

《佛光大辭典》云：千手觀音是六觀音之一。全稱千手千眼觀自在

（Avalokite0vara- sahasra bhuja-locana），又作千手千眼觀音、千眼千臂觀音、

千手聖觀自在（Sahasra-bhuj2ry2valokite0vara）、千臂觀音、千光觀自在、千

眼千首千足千舌千臂觀自在。據《千手千眼大悲心經》載，觀自在菩薩於往昔聞

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為利益一切眾生，乃發具足千手千眼之願，而即刻

得其身。  

   諸經所載形像不一，有身作檀金色，一面千臂者；有身作黃金色，半跏坐於

赤蓮花上，十一面四十手，前三面呈菩薩相，本面有三眼，右三面白牙向上，左

三面為忿怒相，後一面暴笑，頂上一面現如來相者；有身作金色，千臂千眼五百

面者。於密教現圖胎藏界曼荼羅為二十七面千臂，跏坐於寶蓮花上，千手中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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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或四十二）臂持器杖。又依千光眼觀自在菩薩祕密法經，千手係表以四十手

各濟度二十五有，故千臂非必具足，但有四十手即可，乃表觀音菩薩廣大慈悲之

化用，故多以千臂稱之；且各面各手所代表之功德成就法及印言，亦隨各尊本誓

之不同而異。  

   其千眼係於千手之掌中各有一眼。然若為四十手者，則僅有四十眼，但是因

是菩薩祂有廿五個化身，廿五身合成一身後，即具足千手千眼菩薩也。據《大悲

心陀羅尼經》載，四十手所持之物或所呈之手相各為：施無畏、日精摩尼、月精

摩尼、寶弓、寶箭、軍持（瓶）、楊柳枝、白拂、寶瓶、傍牌、鉞斧、髑髏寶杖、

數珠、寶劍、金剛杵、俱尸鐵鉤、錫杖、白蓮花、青蓮花、紫蓮花、紅蓮花、寶

鏡、寶印、頂上化佛、合掌、寶篋、五色雲、寶戟、寶螺、如意寶珠、羂索、寶

鉢、玉環、寶鐸、跋折羅、化佛、化宮殿、寶經、不退轉金輪、蒲桃，另有加上

甘露手而合為四十一手者。各手之功德成就法及印言等，一一具載於經軌中。  

   於蓮華部諸尊之中，此尊為最勝之尊，故又稱蓮華王。其種子為猭（hrīh），

係成先珂珆（ha ra 1 a`）四字所合成之字，表示貪（ra）瞋（ī）癡（ha）三毒

轉入涅槃（a`）之義。據《千手儀軌》所載，此尊之根本印係以二手作金剛合

掌，手背稍曲相離，二中指相合，二拇指、二小指分開豎直。此印又稱蓮華五古

印、九山八海印、補陀落九峰印。其餘經軌另載有二十四種印、二十五種印之說。

結根本印時，則誦根本陀羅尼，而有如下四種成就：(1)息災，(2)增益，(3)降伏，

(4)敬愛鉤召等。然以其陀羅尼較長，故一般皆誦念小咒，即：唵（o3，歸命）

嚩日羅（vajra，金剛）達摩（dharma，法）紇哩（hr1`，種子）。據《千手千

眼大悲心陀羅尼經》等載，誦持此尊之陀羅尼者，可免受飢餓死、惡獸殘害死、

樹崖墜落死等十五種之惡死，而得眷屬和順、財食豐足、道心純熟等十五種之善

生；或治諸種疾病、蟲毒、難產死產、夫婦和合、延命、滅罪等。  

   有關此尊之儀軌及圖像等，至唐朝時始傳至我國。據《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

陀羅尼神咒經》之序所載，武德年中（618～626），中天竺僧瞿多提婆齎來此尊

之形像及結壇手印之經本；貞觀年中（627～649），另有北天竺僧以《千臂千眼

陀羅尼》之梵本奉進，後由智通譯成漢文。故有關此尊之信仰，至七世紀已逐漸

形成。  

   近代學者考察此尊之信仰於印度形成之情形時，發現於印度神話中，相當於

此尊之神格有因陀羅（Indra）、原人（Puru=a）、濕婆（0iva）、毘紐（Vi=5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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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此等諸神均有千眼之說。又《大教王經》卷九亦記載大自在天有千手千面之

說。近代學者於西域等地探險，曾發現不少千手觀音畫像之斷片及曼荼羅等。 

勝羯囉夜在圣全伏兆 0a{khar2ya ，̀此句是說從千手觀音之法螺之法音之威

力，加以賜與給持大悲咒者，蓋法螺之聲，能警醒人，故稱法螺。0a{kha 是法

螺，r2ya 即是 r2 第一類動詞變化結果，有授與、賜與、給與之意思。然後用上

祈求式(optative)之語詞，於主動式第二人稱單數之變化，即成為 r2ya`，連結合

成原句子 0a{kha 後，即成為「勝羯囉夜在圣全伏兆 0a{khar2ya`」。此處螺者

有法螺之意思，法螺梵語是 dharma-śavkha。螺（śavkha），音譯商佉，意譯

珂、貝、蠡貝。於印度，召集人群或征戰時，多吹此貝。亦為樂器。後世以法螺

為螺之通稱。(1)因吹螺之聲遠聞，且螺聲勇猛。喻佛說法儀節隆盛，廣被大眾，

且能降魔，故稱法螺。(2)密教中，乃千手觀音的持物之一。 

一般言佛能散大法雨、擊大法鼓、吹大法螺，講無量法。而菩薩亦能做如是

事，世尊以前未成佛前，處此菩薩身，也能做如是事，如《佛說眾許摩訶帝經》

云：爾時菩薩告兜率天子：「汝今為我動一切樂。」諸天聞已競奏音樂。爾時菩

薩吹大法螺，其聲高遠過於天樂一切音韻，如是南贍部洲一十八種難調有情，菩

薩以無礙辯振大法音，令彼有情自然降伏，亦復如是。而說偈言：「師子一吼眾

獸伏，金剛一杵群峯碎；修羅無數一輪降，世間黑暗一日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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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句 

娑婆訶 

送扣 

Sv2h2 

本句娑婆訶渢扣 sv2h2，與六十九、七十一句同，是上句之重復詞，是所祈

求、善說咒語之義，以完美之聲明來讀咒語，使咒義成成就，使破地獄觀世音菩

提能慈悲賜與所願求。 

凡有外道人所求者，此等人都會作唵聲、婆娑聲、蘇陀聲、娑婆訶聲，受持

呪術諷誦韋陀以求解脫。我們學佛人，若也有所求於佛、菩薩等，也是一樣喃喃

自語：唵聲…娑婆訶…。娑婆訶亦同蘇婆訶，《大日經疏》卷六則謂莎訶乃驚覺

義，即驚覺諸佛不違本誓，滿足所願，令道場具足嚴淨之意。又同經疏卷十三載，

莎訶乃打擊諸障礙，令彼退散，具有摧魔之義。蓋此語原為古印度對神獻供時所

唱之感嘆詞，又意謂良美之供物；後世作為神聖語，附於咒文之末，係表示成就、

吉祥、息災、增益等意。而《仁王經道場念誦儀軌》卷下謂娑嚩訶即成就、吉祥、

圓寂、息災、增益、無住之義。 

此句是最後所祈求「娑婆訶」，當依無住義為是，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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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曇音聲分析：(續) 

�第六十八句 

者吉囉 阿悉陀夜 

C2kra 2siddh2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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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咒  玅帆湑伏 

1.者弓 ca 者： 

    者弓 ca 者廣韻「章也切」，此擬音是 cjax，故擬成 ca 之音，此是南天音唸

法。另還有一種擬音法，河洛音可唸為「chia」，此時「也」者即當 ya(ia)來擬

音，就會形成 cya，這是中天音擬音之唸法，故說讀為 cya。南天音唸為 ca，若

是接後一字為「吉 ki」之音，則應是用 cyakira 較好唸，因都已轉成第三轉音 i。

若是要維持唸 ca 唸法，也是可以這麼唸，但要加涅槃點，因如此唸法是從舌內

音轉為喉內音之故，要有涅槃點轉音機制始能達到柔和順暢之目的，此處 c2 之

音聲是長音，即是涅槃點所導致的結果。

   

 

 

2.吉囉咒者： 

吉囉咒 kra 者，吉者廣韻中古音為「居質切」，擬音為 kjit，具有涅槃音，

是喉內音轉舌內音。再依河洛音，上古音「質見切入」，擬音為 kiet。閩南語 kit、

kiat，都具有涅槃音在。囉者是 ra，已如前述。 

 

 

 



 

法爾禪修中心                   18                       http://www.dharmazen.org 

 

 

阿悉陀夜玅帆湑伏 2siddh2ya，諸擬音已如前述。 

 

�第六十九句 

娑婆訶送扣 Sv2h2。 

諸擬音已如前述。 

 

�第七十句 

波陀摩羯悉哆夜 

扒痧成耵仲 

P2dmahast2y2 

1.波扒 p2 者： 

波扒 p2 者廣韻中古音為「博禾切」，擬音為 pua，上古音為「歌幫平」，擬

音為 puə，吳音為 pu，河洛音為 po、pho。所以此音擬成 pa`之涅槃音，促使

聲音下降為男聲音 da，始能有足夠的時間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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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陀叨 da 者： 

陀叨 da 者，中古音「徒河切」擬音為 da。上古音為「歌定平」擬音為 dai。

Dai 者後接 ya 音是能成立，故此處發為 da 即可。 

 

 

 

 

 

3. 摩亙 ma 音： 

   前已有述及，此音為摩亙 ma 音。 

 

4.羯一 ka 音： 

 此是訶 ha 之音轉成羯一 ka 之音。Ha 與 ka 都是喉內音，發音有其共通處，

遇有必要時，會將 ha 轉成 kkkka 之音，又因後字之音為悉 si，故此音再轉第三轉

音成「羯 kiat」，這還是有涅槃點，故 kiat 轉成舌內音之涅槃點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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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悉 

 前已述明，此音為悉 si 音。 

6.哆 

 前已述明，應是 t2 之長音。 

 

 

 

7.夜 

 前已述明。 

 

�第七十一句 

娑婆訶渢扣─諸擬音已如前述。 

 

�第七十二句 

那囉謹墀 

左先七吜 

n2rak1nd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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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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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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音已有甚多音例，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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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ĭən 上聲、上古音 kiə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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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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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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皤伽囉】 

扔丸先仲 

Pag2ra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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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皤扔 pa 音： 

皤扔 pa音者廣韻：博禾切 pua 平聲】、【集韻：逋禾切 pua 平聲】、【廣

韻：薄波切 bua 平聲】、【集韻：蒲波切 bua 平聲】、【韻會、正韻：蒲禾切

bua 平聲】。依漢字古今音表，則中古音為 bua，吳韻為 bu，河洛閩南音韻亦

是 po。此皤扔 pa 是五句門唇內音，後接伽丸 ra 字，故皤扔 pa 要發成涅槃音

pa`故，若是轉音發 po` 促聲，亦可，此處皤伽唸 pa` g2 可能較適合初學者唸

法。 

 

 

 

 

 

 

2.伽丫 g2 字音： 

伽丫 g2 字音，伽 ga 字音，【廣韻、集韻、韻會：求伽切 gia→ga 平聲】、

【正韻：具牙切 gya→ga 平聲】、【廈門音：kia、khia、ka】，擬音有 ka、ga，

都是第一句音，僅是發男女聲音之別。古今音表缺無此字。依上述韻音探討，此

伽字當讀為 g2 男聲音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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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囉先仲 ray2 者： 

    此等語音如前已述明。 

 

�第七十三句 

娑婆訶 

娑婆訶渢扣─諸擬音已如前述。 

 

�第七十四句 

摩婆利 勝羯囉夜 

交向印 在圣全兆 

m2vali 0a{khar2ya` 

1.摩交m2 者： 

 前已述明。 

2.婆向 va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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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明。 

3.利印 li 者： 

    利印 li 者廣韻是【力至切】，擬音為 li，吳音、閩南語都是 li 之音。此字與

本咒中之唎「ri」不同，故取用其「li」之音。 

 

 

 

 

 

4.勝 0a{音： 

0a{音聲是受後一字之功，加上空音，即成 0a{。廣韻為「識蒸切」，擬音

為ʂiang、siang。本來 0a{有”香”之音，此處卻是轉第三轉音，成為勝ʂiang，後

字本是「佉 kha」之音，亦要轉成第三轉音 i，即是漢譯音之”羯 khyat”，故

此音宜讀 siang 之音聲。 

 

 

 

 

5.羯几 khiat 音(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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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字句本是 hasta，是指手之義，何以漢譯音 ha 字不翻訶 ha 而翻譯成羯

khiat，若因前一字發音為「勝」，0a{已轉讀成已轉能 0iang 聲音時，因 0a 以

轉音故，此 ka之字即要同轉成 kiat之涅槃音，與同前字轉第三轉音外，也是要

用涅槃 t、`等來符合後一字之遍口音 ra之音聲，這樣較為音便。 

 

 

 

 

5.囉先 ra 者： 

    已如前述。 

6.夜兆 ya`者： 

    此處夜兆 ya`者要唸成 yaha，而 yaha 有 y2 之勢，故用「夜」一漢譯音字。 

 

�第七十五句 

娑婆訶 

渢扣 

─諸擬音已如前述。 

 

三三三三、、、、大悲咒悉曇音譜大悲咒悉曇音譜大悲咒悉曇音譜大悲咒悉曇音譜((((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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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