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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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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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七十六)南無阿唎(七十七)婆嚧吉帝(七十八)爍皤囉夜(七十

九)娑婆訶(八十)唵悉殿都曼哆囉鉢馱耶(八十一)娑婆訶(八十二) 

依《千手千眼大悲心呪行法》改編句號如下：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七十六)南無阿唎(七十七)婆嚧吉帝(七十八)爍皤囉夜(七十

九)娑婆訶(八十)唵悉殿都(八十一)曼哆囉(八十二)鉢馱耶(八十三)娑婆訶(八十四) 

  

 (2)不空法師  （705～774）T1064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七十六)南無阿唎 (七十七)婆嚧吉帝(七十八)爍皤囉夜(七十

九)娑婆訶(八十)唵悉殿都曼哆囉鉢馱耶(八十一)娑婆訶(八十二) 

  

 (3)不空法師  （705～774）T1113B(新增比較版本) 

南無喝囉怛那多囉夜耶(七十一)南無阿唎耶(七十二)婆嚧吉帝(七十三)爍皤囉耶(七十

四)菩提娑婆呵 

 

 

(一)咒語粗淺義 

第七十六句 

南無喝  囉怛那 哆囉夜耶 

Nama`   ratna  tray2ya 

巧休     先湓   氛仲伏 

歸禮      寶    三(向) 

巧休 Nama`之原形是 namas，此係屬”名詞”之變化，有曲腿禮敬、鞠躬、

尊敬問訊、歸禮、依賴之意。namas 何以會變成 nama`，這是梵語八轉聲，以

呼格(vacative 下圖)來呼聲。言八囀者：一、詮諸法體，二、詮所作業，三、詮

作具及能作者，四、詮所為事，五、詮所因事，六、詮所屬事，七、詮所依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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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詮呼召事。故古梵文是以音聲來代表不同之意思，如為…、給與、在於…等

等，即現在所謂的八轉聲的變化，詳下說明。 

 

 

八轉聲者，體、業、作具、所為、從、屬、依、呼是也。且釋者。體聲

者如菩薩摩訶薩等是體聲呼也。二業聲者如前菩薩修行無所得觀業聲也。三

作具聲者，如何菩薩修行無所得觀，謂用般若波羅蜜多是作具聲也。四所為

聲者，為何修行，謂為度一切眾生為聲也。五從聲者，從何修行，謂從諸佛

出現於世演說正法是從聲也。六屬聲者，誰之無所得，一切法之無所得是屬

聲也。七依聲者，於何修行依三賢十地等是依聲也。八呼聲者，謂上來呼召

名言，是呼聲也。 

除呼格(原字形不變觀之)外之七聲，稱七例句、七例、七言論句。若以

上名詞語尾之格例變化，稱作蘇漫多聲。蘇漫多為梵語屹生琲 subanta 之

音譯，又作蘇盤多，即語尾有 年 su 之意。動詞之活用變化，稱為底彥多聲，

恰與蘇漫多聲相反。底彥多為梵語 tivanta 之音譯，又作丁岸哆，即字尾有 ti 

之意。動詞分為自言與為他言兩種，各有一人稱、二人稱、三人稱之別，並

各個活用單數、雙數、複數三變化，共成為二個九轉聲，合而為十八轉聲（十

八轉、二九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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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二字詞 

 先湓 ratna 囉怛那 

ratna 是名詞，a gift , present , goods , wealth , riches。a jewel , gem , 

treasure , precious stone (the nine jewel are pearl , ruby , topaz , diamond , 

emerald , lapis lazuli , coral , sapphire。)義為寶石、貴重、稀有之物質，與後一

詞合成”三”合成三寶─tri-ratna 或 ratna-traya。ratna 之 tna 是二合字，ratna 因

語辭變化還是用呼格，亦即是用原形(vacative 下圖)來呼聲。 

 

 

 

(3)第三字詞 

湥仲伏 tray2ya 哆囉夜耶 

湥仲仲 tray2ya─triple, threefold; n. a triad。reciting hymns , performing 

sacrifices , and chanting。此句與本咒第一句漢譯翻字哆囉夜 有所不同，

此處哆囉夜耶是 tr2ya 之「與格」， traya 一詞總數有三之意，故於佛教而

言，與前 namas 連用，即有向…，皈依、歸禮之意。八轉聲中第四為「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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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所為聲」者，是說為何持咒，謂為有祈求、歸禮「三寶」而為持咒聲

也。 

 

 

 

此處云三，順此方言，係說歸命三寶。即謂由持經，誦陀羅尼者。密語乃指

云：歸命三寶。何故須要歸耶？謂《梵本金剛頂瑜伽經》云：歸依佛故，即得諸

佛五菩薩等一切菩薩，與無量眷屬皆來加護。謂諸菩薩尊敬菩提心，見發菩提心

歸依佛者，常加護故。歸依法者，即得帝釋并諸眷屬，四天王天皆來加護，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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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釋往因危難，得般若法加護獲益故。常尊敬歸依僧者，即得色究竟天五淨居等，

并諸眷屬皆來加護。謂諸菩薩及聲聞僧，多居彼天住現法樂故，常尊敬也。 

 

第七十七句 

南無 阿唎 

巧休 玅渹 

Nama` 2ryq 

巧休 Nama`之原形是 namas，此係屬”名詞”之變化，有禮敬、鞠躬、尊敬

問訊、歸禮、依賴之意。Namas 依梵語八轉聲，以呼格(vacative 下圖)來呼聲。

古梵文是以音聲來代表不同之意思，如為…、給與、在於…等等，即現在所謂的

八類語詞的變化，詳下說明。 

 

2ry2 阿唎者，此處＂阿＂字未標示長短音，但依字義應是長音，2rya 是

聖者、值得尊敬的大聖人。又參考金剛智大聖所譯＂曩莫 阿(引)哩夜(二合二)，知”

阿”字是長音沒錯，因此處金剛智大師有標長短音。若是短音的”阿”arya 有師父、

閣下、貴族之義，如下圖所說明。 

 

 

第二句兩字整句，nama` 2rya 是歸禮聖哲、大聖之義，依前字 nama`，後

字 2rya 連音，應讀成「南摩 阿唎耶 nama 2rya」，這是現代梵文文法上的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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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圖解，但伽梵達摩尊者漢譯音又不一樣，還是翻譯為「南無 阿唎耶」，詳

下悉曇音聲分析。 

 

 

第七十八句 

婆嚧吉帝 

向吐丁包 

valokite 

(狣)向吐丁包本句是由三個字詞所合成，先參閱金剛智大師所譯「嚩 枳諦

濕嚩(二合)囉(引)耶」，此句各字母長短音如下─avalokita、10vara、ay2 等三字詞

所組成，詳如下 reader 引擎所示之結果。avalokita 有觀看、瞻望、慈悲觀照之

義。又此處的 avalokita 之第一字母狣 a，與上一字 2rya 尾音 a 合成連音共用 2

字，成為 2ry2(應寫成 2ryq)與 valokita 婆盧羯多(ta)，詳下諸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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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句 

爍皤囉夜 

10varaya 

珂湤先伏 

有強大勢力的、有大效力的，也就是有轉義為「自在力」之意，佛教專有名

詞有「觀自在」之意。佛光辭典云，10vara 自在 īśvara（音譯伊濕伐羅），又作

無礙、縱任。即自由自在，隨心所欲，做任何事均無障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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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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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因與

與 avalokita 合用，故知是觀自在之義。avalokita 狣向吐丁凹與 10vara 珂湤先成

為狣向吐丁包湤先。ay2 如上次所述，是有向…之意，即向…歸禮(nama`)。10vara

與 ay2 連音讀後，就成為珂湤全仲 10var2y2。全句三字詞成為狣向吐丁包湤全

仲 avalokite0var2y2，是為「向觀自在」namas 歸禮之義。 

 

 

 

最後來討論二句、三句，10vara 與 ay2 兩句先合成 10var2y2 後，再與其一

字詞 avalokita 互相連音，即是 avalokita、 10var2y2 連音後，其結果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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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lokate0var2y2。阿婆盧羯帝爍鉢囉(金剛智大師所譯為「嚩 枳諦濕嚩(二合)

囉(引)耶」)。avalokita 與 10var2y2 連音成為 avalokite0var2y2，如下圖所述。 

 

 

第八十句 

娑婆訶  

渢扣 

sv2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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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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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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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一句 

唵 悉殿都 

 帆 佖 

O3 sidhyantu  

唵(上聲)， 湡 O3 攝入初字，若得唵字門，秘密相應，即得諸佛無盡法藏，則

悟一切法本不生。一以普及為言，切以盡際為語。由悟一切法本不生，即達諸法

空。以諸法入實相中，故不生不滅。乃至悟一切法言語道斷。故無言說，法相平

等，如霔大雨，故云平等，於一一字，專注思惟觀察，則一切行願，皆得滿足。

故唵字者，是三身義，亦是一切法本不生義。 

 

唵悉殿都帆 佖 O3 sidhyantu，唵字義以如前述，再列舉如下。此唵字係

如是所說一切法行，攝入祕密唵字義門。《遍照般若波羅蜜經》云：爾時一切供

養儀廣大生如來，說一切如來最上供養般若波羅蜜經：「發菩提心，廣伸供養一

切如來；救度一切眾生，令受一切如來妙法，書寫供養受持讀誦；復得一切如來

廣大供養。如是所說一切法行，攝入祕密唵字義門。」  

《阿閦如來念誦供養法》中指出：「即入字輪觀，於心月輪上，行列真言字， 

金色具威光，思惟實相理，應觀唵字門，諸法無流注。次念阿字門，諸法本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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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h─已完成工作或已滿足義利，有效率而具成功的,獲得成功。to be 

accomplished or fulfilled or effected or settled , be successful , succeed。或說

擊中標的;達到自己的目標,已成功、達到最高的目標，成為完美的事。達到有效、

把握好的;證明有效，或展示或建立正確的事、…。to hit a mark; to attain one's 

aim or object , have success; to attain the highest object , become perfect , 

attain beatitude ; to be valid or admissible , hold good ; to be proved or 

demonstrated or established , result from; to be set right. 

 

sidhyantu 是 sidh 之第四類動詞變化，是主動向第三人稱多數，祈求

(imperative)破地獄觀世音能成就此持咒佛事。 

 

 

第八十二句 

曼哆囉 

亙阢先 

Mantra  

曼哆囉亙阢先 Mantra 即是咒，咒有白咒與黑咒，白咒是善咒，利益人的咒，

如為人治病，或用於護身之咒；黑咒是即惡咒，惡咒，如咒詛他人，使之遭受災

害之咒，或勾召鬼神幫無德之人，做一些傷天害理、騙財騙色之事。世尊言一持

黑咒的人，即已在地獄掛號一樣，死後即當墮入地獄，故佛弟子當遠離黑咒。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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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說要證解脫入涅槃者不應持咒，所以禁止弟子修習咒術、以咒術謀生，但僅允

許以咒治病或護身。 

曼哆囉亙阢先 Mantra 字母雖粗淺義能知，但深秘密意凡人無從知悉。此深

秘密意不能以言語說明的特殊靈力之祕密語。曼哆囉亙阢先 Mantra 又作神咒、

禁咒、密咒、真言。咒原作祝，係向神明禱告，令怨敵遭受災禍，或欲袪除厄難、

祈求利益時所誦念之密語。 

通常將梵語 mantra（漫怛攞）譯作咒。現存之梵文般若波羅蜜多心經，及

梵文入楞伽經卷八陀羅尼品之中，皆有使用相當於漢譯咒字之 mantra 一字。西

藏文孔雀咒王經之梵名為 Mahāmayūrī-vidyā-rājñī。善見律毘婆沙卷十一，將巴

利語 vijjāmayā 譯作咒。法華經卷七陀羅尼品等，將梵語 dhāranī（陀羅尼）譯

作咒。由上記諸梵、巴語得知漢譯咒字有多種原語。又 dhārānī 有總持之意，

梵語 vidya（巴 vijjā）有明、術之意，mantra 亦譯作真言。各語其意雖有別，

而 長 久 以 來 多 已 混 用 。 另 有 將 諸 語 明 顯 區 分 者 ， 如 翻 譯 名 義 大 集 （ 梵 

Mahāvyutpatti）密咒本續與外道書契中，述及密咒之名時，將 dhārānī 譯作總

持咒，vidyā 譯作明咒，mantra 譯作密咒。 

 

 

第八十三句 

鉢馱耶 

扔叼伏 

Pad2ya 

Pada 是句或稱句身，音譯作鉢陀、跛陀、鉢曇。是詩歌、咒語一部份之語

句，also part or verse i.g., section, chapter。Pada 之第四與格，句 pada 者，

即連結名成為一個完整意義之章句，如「大悲咒是慈悲的」一句。咒語中句詮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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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以「句」詮表其自性上義理之差別。而蓋「句」與「名」相對而稱，名（nāma）

乃直接詮表諸法之自體者，即每一名詞皆具有解釋其自身含有何等意義之性質；

句（pada）則為聯接數「名」以詮表其自性上義理之差別者。 

 

 

    蓋句有長短之不同，據《大毘婆沙論》載，一頌若以八字為一句，三十二

字為一頌（一偈）者，乃為不長不短處中之頌。諸經論中之頌與書寫計數多依此

法。又從六字乃至二十六字皆可稱為句。六字者，稱為初句；二十六字者，稱為

後句；少於六字者，稱為短句；多於二十六字者，稱為長句。又二句合集，稱為

句身，而三句、四句以上之合集，則稱多句身。 

所以最後三句 sidhyantu mantra pad2ya，總合成一義為，以上所誦大悲咒

文句真實義理，能成就一切事業，能成辦一切智慧，能成辦…所祈球。 

 

第八十四句 

娑婆訶 

渢扣 

sv2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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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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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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悉曇音聲分析： 

第七十六句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 

巧休 nama` 南無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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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na 一般漢譯字是”那”為最通常所見，那為何此處漢譯音翻成”南”nam，因

此處有麁顯悉曇音在，根據悉曇麁顯耎密原則，後字 ma 是第五句第五字空音，

ma 亦屬於男聲怒濁聲，故其前一字母要發空音，所以就成為 nam，也可以直接

說借後字聲母來成自己音聲，故 na 即要唸成 nam 以鼻音 m 收尾。Nam 有達恭

敬、柔軟心之聲，從語音中來看此誦誦者恭敬意，故要發成悉曇空音成為 nam。 

 

 

休 ma`無喝─ma 不轉音時本是讀＂摩、麼＂，此處轉成悉曇音就讀成＂無

mo/mou＂，  “ho 喝＂，主要因受後面一字 ratna 之連音影響，所以就轉

成＂mo＂，詳下 2圖。 

 

 

 

所以本應發 namo 之聲，但此咒漢譯音寫成＂無喝＂，本來 mas，先現變

為 ma`，再轉成 namo，此處既然又翻音成＂無喝＂，就應該讀能 moho，＂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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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音就成為 mo 之拉尾音，也可算是長音，而 ho 本來就有長音之讀音。故漢譯

音維持＂無喝＂，所以要唸成 nam moho，即用 nama`，不用 namo，這是大悲

咒較特殊的地方。 

 

 

 

 

 

先湓 ratna 囉怛娜─ 

先 ra─一般漢譯字是” 囉”或”羅”，但有的大師會用來表示 ra 或 la 之字母。

此處伽梵達摩大師即翻先 ra 為”囉”，而不空大師於 1113A 翻成”囉”，於 1113B

即又翻成”羅”，雖都是表示先 ra 之音，但發音似有不同。此處先 ra 之音要發耎

密涅槃音，成為匈 ra`，因後一字母是凹 ta，是女聲音之故，前一字母當發涅槃

點音。就聲韻來談，從遍口音先 ra 後接字直轉成女聲音時，若不唸成涅槃點促

音，轉聲上有困難，因不柔和調順故。由此大家可以了解悉曇基本讀法，不能與

一般梵語說話的語氣相同，這就是持誦悉曇咒語的讀音重點。 

 

(註：古來無 ra 音，以 la 顯示，表中去聲者即有入聲之義，入聲者即是

促聲之義。) 

次一字母是二合字寒 tna，梵語於合字中雖是合寫，但一般不影響其讀音，

其上一字母被合成之字，其韻母會依後一字母之韻母來改變，主要著眼點還是在

讀音時，其舌頭發音變化處不能有太高難度的發音，這還是要講求讀音柔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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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若懂悉曇字母字義者，當知字母韻母 a 被轉成第三 i 轉音、第五轉音 u，…，

這是常有的事，但此並不會改變原悉曇字母之密義。 

湓 tna 怛娜之發音，此處都已發生基本的改變，第一字凹 ta 本來發音是為＂

多＂之聲音，凹 ta 因後一字母為巧 na 第四句第五字空音，故改發成＂怛 tan＂

之麁顯大空音。 

 

 

而巧 na 字本來是發”那”之聲音，為何此處又變為＂娜＂之音，主要還是後

面一字詞 tray2ya 之第一字凹 ta 之影響，若”那”與”娜＂要有分別，”那”則讀原來”

巧 na”之音，而”娜＂則要讀＂打 na`”之涅槃音(促音、無聲)。此二字基本上查聲

韻，似無有不同(詳下表)，但古德會用兩不同字來表示聲韻，故當知此二字在古

代其讀聲應有差異為是。 

 

我們無知學漢譯音咒語，常會謗法師，說同一個咒語中字母之漢譯字，為何

都隨變亂改，沒有一個原則，使人很難懂得，＂na 那＂一字音就用同一字＂那＂

字那就好了，怎麼那、娜、曩等變來變去？若是您這樣認為時，就要趕快懺悔，

因謗法師等於謗佛耶！ 

 

湥仲伏 tray2ya 哆囉夜耶─ 

湥 tra 哆囉─此處湥 tara 本要讀成＂多羅＂，但漢譯音確是寫成＂哆囉＂，

故知＂多＂即要轉發成＂哆 ta`”之音，而＂羅 ra＂即要轉發成＂囉 ra`”之促音。

而仲伏 y2ya 前一字是長音之韻母，盡管其是九遍口音之一，都會有涅槃音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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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與「耶」發音之分別，下圖聲韻表中以 ja、ja`來發 ya、ya`之聲音，

這是國情不同，用擬音表示所不得不然也。由此知某字之字母雖若有長音，雖可

自在轉音上入女聲音，下入男聲音，但此涅槃音加上之原則，似不受其影響。 

 

 

 

 

所以研討至今，應知咒語漢譯音字，只要多個口邊或轉個別字用時，都代表

其是涅槃點、大空音讀法之譯音。故本句此處應讀為半匈仲仲 ta` ra` y2ya。 

 所以本咒第一句巧休 先湓 湥仲伏 nama` ratna tray2ya 就變成 nama` 

ratna tray2y2 三字一句。讀音似要讀成 nam moho/ra` tan na/ta` ra` y2` y2/。

至此完成第一句大悲咒解說，先把此句慢慢發音，然後記住其語調，以後就能順

其口地隨意而讀出了。 

 

第七十七句 

巧伕 namo 南無─ 

南巧 na 此音讀 nam，已如上次(1)所說明，一般漢譯音字是”那 na”，為最通

常所見，”那”為何此處漢譯音翻成”南 nam”，因此處有麁顯悉曇音在，根據悉曇

麁顯耎密原則，後接字 ma 是第五句第五字是空音，且 ma 亦屬於男聲怒濁聲，

故其前一字母要發空音，所以就成為”南 nam”，也可以直接說借後字聲母來成自

己音聲，故 na 即要唸成 nam 以鼻音 m 收尾。上段所述 nama`後接 2rya 連音，

原應發”摩 ma”之音，但此譯為”無”字，如依漢譯音應讀”mo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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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依金剛智大師所譯＂曩莫＂，“曩＂亦發＂nam＂之音，如下圖表。此”

莫”字漢譯音為”mak”， 如下圖表，就與連音之原則完全相符，所以第二字漢譯

音無字，似應讀＂mak”，即＂曩莫 nam mak＂。 

 

 

 

又 2ry2 阿唎者，阿者長音 2 如上述，唎者是 li，中國中古音此音，因加

口邊似與玹 ri 同，同樣＂＂因是有口邊表示，是為長音 y2，因＂＂者長音

也。但此處是 2rya 與後一字首 a 連音而形成 2 之音(avalokita)，詳下面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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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 2rya 變成 2ry2，y2 長音是與後一字 avalokita 之第一字母 a 合音成長

音 yq，故後字僅唸成 valokit2，詳下字詞解釋。 

討論結果：本句依金剛智大聖所譯應讀 nam mak 2rya。此處的 nam mak

之 k，就是涅槃音之`促音，僅是促音故似無有聲，然後接 2rya。若依伽梵達摩

尊者所譯，應讀 nam ma` 2rya，因其 a`音有 o 的音，即是「mo 無」之音，故

漢譯音可讀 nam mo 2rya，意為─向大聖哲……歸禮。 

 

第七十八句 

婆嚧吉帝 

向吐丁包 

valokite 

1.婆音─va： 

  “婆”者廣韻上古音、中古音都讀作 va (bua)，金剛智大師用” 嚩”，在悉曇

上漢譯音─婆、嚩、啝等都可讀成向 va，又因 va 為九遍口音，且此＂婆＂字要

加上涅槃點，即要讀成地 va`。 

 

 

 

2.盧音─lo： 

“盧”者廣韻上古音、中古音都讀作 lo (lu)，金剛智大師用” ”，在悉曇發音

原則上漢譯音為 lo。(註：河洛音─漢語方言之閩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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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羯 k i 音：─(轉成 kiat) 

羯者其漢譯音韻，依中古音、上古音與河洛音，都有帶涅槃音，又作第三轉

音，故讀作 kiat。與後接帝 te 音，前一字要加涅槃點相合，故此處 kite 所以要合

讀成 kiat te。 

 

 

 

 

 

4.帝音 te： 

帝者其音韻依中古音、上古音讀成 tie，吳音讀成 ti，河洛音(閩南語)讀成 te，

依原梵文 avalokate0var2y2，河洛音讀 te 是較準據，故似應讀 te。羯音又具有



 

法爾禪修中心                   22                       http://www.dharmazen.org 

涅槃音，所以羯帝之羯者，又作第三轉音，故讀成 kiat，羯帝即要合讀成 kiate，

於咒譜上讀成 kiete。 

 

 

第七十九句 

爍皤囉夜 

湤全仲 

0var2y2 

1.爍音 0a： 

爍者其音韻依中古音、上古音讀成 0iak，河洛音(閩南語)讀成 siok，所以爍

者具有涅槃音，又要作第三轉音，故讀成 0iak，此處 k 即成`促音，不具聲韻，

即讀成 0i`。 

 

 

2.鉢音 va： 

此處 0va 之 va，若不轉音即讀婆或嚩 va 之音，但此處漢譯音已用＂

鉢＂，故知已是因前後字母之發音位置方便，即要將婆或嚩 va 轉成＂鉢＂之

音。原發音若不變時，0i 為舌內音(0a 、i 都是舌內音)，若讀原婆或嚩 va

之音，v 為唇內音，a 因是遍口，得回到喉內音，如此則發音位置變異太大，

所以婆或嚩 va 要轉成＂鉢＂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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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鉢＂者其音韻依中古音、上古音讀成 puat，廈門河洛音讀成 poat、poah，

(p 、o )，如此＂鉢＂則成為舌唇內音，如此讀起來即順暢、便音了。又＂

鉢＂者後接＂囉＂， ＂囉＂前一字具有涅槃音，＂鉢＂似宜讀 po`音韻，因

後接囉 ra 字，故前一字母要按上涅槃點。 

 

 

 

3.囉音 ra： 

ra 囉者其音韻依中古音讀成 la，即是 ra 之音，上古音讀成 lai(rai)，而河洛音

卻讀成 lo 或即 ro。此處 ra 有待深入探討，因囉是九遍口音之一，若是加上涅槃

點成匈，此 ra`就有可能要讀成”ro 洛”之音。但又因後接一字為 y2，依悉曇發音

原則，本字母後接有 ya 音韻時，本一字除保原有 a 韻母音外，還要轉為第三轉

音，即自動加上 i 之音，即成為 ai，故此處要讀作 raiy2，如此，即合乎上古音

之發音”囉 rai”。 

 

 

4.耶音 ya： 

耶者其音韻依中古音讀成 jia，即是 ya 之音，上古音亦相類似，而河洛音

讀成 ia，亦是 ya 之音韻。此處耶，亦即是長音 ya 之意，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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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句 

娑婆訶 

渢扣 

Sv2h2 

1.娑屹 sa 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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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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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即有涅槃音在內之延音。 

 

 

 

 

 

2.娑婆渢 sv2 連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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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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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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爾禪修中心                   26                       http://www.dharmazen.org 

第八十一句 

唵 

 

1.o3 音： 

唵 o3 集韻、韻會、正韻都是烏感切，擬音有 uam，快速唸時成一音唵。

若依 a、u、m 三字義，則 au 成為 o，仰月則成 a3，故慢唸時成 o-a3。 若短

咒時唸成快速音較貼切。若是長咒以三密義唸音較佳。 

 

 

2.悉帆 si 字音： 

悉帆 si 字音前以述明，依中古音是代有舌內涅槃音，廈門音帶有喉內涅槃

音，因後接地四句 dhi，故要唸成 sit。。 

 

 

 

 

 

3.殿  dhyan 字音： 

殿  dhyan 字中股音與”電”同音，本字是有第四句空音 n，唸時可與 dhya

合唸，成為 dhi/an。若要與後 tu 連結成空音，即是 a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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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都加 tu 字音： 

都加 tu 字中古音唸成 tu，吳音為 tau，廈門音為 to。tu、tau、廈門音為 to，

此三音接可以唸。Tu 是近代音，tau 是古老梵音，to 者是 ta+u 是成為 to 音。若

以近代字典言，是為 tu 音，sidhyantu。  

 

 

 

 

第八十二句 

1.曼伐 man 字音： 

此處是 ma 借後音空音來唸，要唸成 ma-an。不能直接唸成 man，兩音合

一音即成為曼音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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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哆凹 ta 字音： 

哆凹 ta 字音原為＂多 ta＂之音，二合後與＂ra＂九遍口音，即要變成唸涅

槃音。所以要唸 ta`。廣韻中丁佐切發成去聲 ta`，有涅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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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以古今漢音表，中古音為 la，吳音有 lau，河洛閩

南音韻 lo 等。此處擬音應似為囉先 ra，古代無此 ra 音故，故表中云 la 者，即是

ra。 

 

 

 

此音前以有分析，此處不受轉音，故只簡單讀羅先 ra 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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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三句 

鉢馱耶 

扔叼伏 

Pad2ya 

1.鉢音 pa 字音： 

此處 pa 漢譯音已用＂鉢＂，廣韻是北末切(入聲)，固知是涅槃音。又中古音有

帶舌內涅槃音，高好接後一字之舌內 da 之音。所以此字要讀做 pat、pot、puat 等

都有＂鉢＂之音聲。  

 

 

 

 

 

 

2.馱叼 da/dai 字音： 

本字馱叼 da/dai 本應翻譯為＂陀＂，現在翻譯成＂馱＂，應有不同之讀音，

若是後接＂耶 ya＂是九遍口音之一，前一字要用涅槃音，廣韻馱即有唐佐切去

聲，要唸成 dah。但此字馱在上股音與中古音都有加 i 之音，故要唸成 dai，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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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合乎後字有 ya 時，前一字咬加上 i 音聲，始得 ya 容易發音。故此處是發 dai

音比較合理。 

 

 

 

3.耶伏 ya 字音： 

   耶伏 ya 字音前以述明，不再贅述。 

 

第八十四句 

娑婆訶 

渢扣 

Sv2h2 

1.娑屹 sa 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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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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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即有涅槃音在內之延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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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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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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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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悲咒悉曇音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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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爾禪修中心                   36                       http://www.dharmaz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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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伽梵達摩(650~656)大德所翻譯的咒語不多，此《大悲咒》是流行最早也最

廣的咒語，據我所見，到現在市井上，無一較如原始的悉曇讀音的版本。所以發

心要學習悉曇與聲明自利，也要建立悉曇咒語的聲明學介紹給大眾。 

此「大悲咒研究」於 2010 年 5 月即開始研究並上網，本應於七個月的時程

就應該完成的，但因忙碌其他教學事，實際前後共花了將近一年的時間，才做完

了 84 句咒語，也才算告一段落。若實際算起來，咒語中重複的不計，可能不到

50 句，光這 50 句就要花一年時間了。 

從此次的咒語分析與讀音分析，真是獲得了寶貴的咒語知識，也大略知道咒

語的形成結構。以前曾於無知間批評了胡僧、古德，不懂古德們漢譯音時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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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辭、註記等因由及內涵，而常抱怨古德，認為同是一咒、同是一梵字，卻何以

要用不同的音聲來表示，是否當時經典抄錄咒語、經典艱苦，所以就抄錯了？ 

經過這次利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漢古聲韻字典與梵字典，不管網路上的、或

自己能購買到的，…，都想辦法得到了。如此多的工具在找字詞、字義時，真是

有很大的幫助，不得不感激網上提供各種語言梵文字典的大德，還有古代、近代

聲韻學者所出的作品文章與書本，始能夠於此差千餘年的不同時空的時代來作個

連結，還源咒語的原貌，能使古今發音對照，如此才能還原本來古德所翻譯的咒

語內涵。加上對於大正藏 84 冊的學習，知道五句九遍口音的嚴密組合結構，與

字與字間發音發生衝突時，所要用得上的涅槃音、大空音、轉音等等技巧，才能

過深入悉曇的原貌。另外當要感謝諸佛菩薩，能於無形中善導善誘，當遇到某字

詞不能選擇或難以抉擇時，就要默禱觀世音菩薩提示，之後就會有了決定性的選

擇。如此各種因緣具足下，才能完成此《大悲咒》之研究。 

另外還要交代一下，第三部份的悉曇咒語發音譜，這一次(14)的全部咒譜才

是完整的，已換過以前各期上網的咒譜了。若您還是看不懂咒譜的記號意義，就

要等新的大悲咒語音檔上網了。 

最後茲將此功德迴向佛淨土、回向無上菩提，回向有緣諸護法菩薩，也回幫

助我研究的所有大德與同學，也回向能耐心讀此研究文章者。阿彌陀佛！ 

(全文完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