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密教簡介--  

      悉曇 51 字母簡介(之 1) 

        ─51 字母發音分類 

       (本篇文章為張玄祥居士所撰，未經同意，請勿引用轉載，以免犯戒。)   

 
 

一、要學好悉曇先持下咒 

行菩薩道行者，要祈求開顯一切智，得從悉曇真言門下手，始得能進入陀羅尼

門殿堂。要學好悉曇就請每次學習悉曇前，就要先持誦此咒語。 

南無 菩陀耶 (皈依佛) 

Namo buddh2ya 

南無達摩耶 (皈依法) 

Namo dharm2ya 

納謨曷 僧伽耶 (皈依僧) 

Nama` sa{gh2ya 

納謨曷 薩嚩枳孃耶    悉曇 (歸禮  一切智  成就吉祥) 

Nama`  sarvaj#2ya  siddh23 

      

二、悉曇 51 字母發音分類組別分析 

(一)、前言 

 近代人學習悉曇(帆 siddh23 吉祥成就學)字母，或者是梵文(sanskrit)以為把

五十一字母分母音、子音兩部份學習，就能把悉曇字母學好，其實不然，不經過一

番理解組成結構，不能充分掌握其悉曇真髓。若要能深入悉曇領域，就要研讀古德



 

先賢所遺留下來的智慧結晶，仔細詳加以分列，當能深切地、自在地掌握悉曇字母

的學習，也能準確地掌握發音的位置，才能發出正確的梵音，尤其是大空、重空等

字母音。但無悉曇基本知識者又看不懂古德的心髓結晶，這是必然的現象，也是末

法時期的無奈。 

在我佛慈悲的加持下，本人能走入悉曇領域，洞悉其無上密意，瞭解悉曇的來

龍去脈，除開課顯示密義外，也在此之時，令我能為世界佛弟子盡一份心力，讓古

德悉曇心聲開顯，在網站上透露一些無上密意。在此特別感恩三寶加被，能讓本人

好好來介紹悉曇。若有意要行菩薩道，進入陀羅尼門行者，就依本文所介紹，深入

體會無上密法之真諦，也希望能學好悉曇，讓密教悉曇能再發揚光大，如千餘年前

的輝煌的唐密，是所祈求。 

 

(二)、悉曇字母組成分類 

 悉曇五十一字母由三大部份組成，三大部份者：一為母音(韻母)、二為子音(聲

母)、三為遍口音(某些字含有半母音之功能)等三部份，詳述如下。 

1.第一部份母音 (摩多 m2t4k2)，是由阿狣 a 字母轉化成十二音，再加別摩多

(n2n2-m2t4k2)四字母，共合成十六字母音。十二字母音 (摩多 m2t4k2)中，四字母

音為阿狣 a 字母本字，外加點畫的男聲音，另八字母音為阿狣 a 字母轉化的女聲音。 

2.第二部份是子音(聲母)五句門，依發聲部位有牙聲句、齒聲句、舌聲句、喉聲

句、唇聲句等五部位發音。因此依發聲部位次第，特訂出此句門，詳如下： 

第一句門為迦一 ka 字門； 

第二句門為遮弋 ca 字門； 

第三句門為吒巴 6a 字門； 



 

第四句門為多凹 ta 字門； 

第五句門為波扔 pa 字門。 

每句門各五個字母，合共廿五字母。每一句門五個字母發音又分成三種類： 

第一類為每句門第一、二個字母，要發女聲音，即發清柔聲音； 

第二類為每句門第三、四個字母，要發男聲音，即發怒濁聲音； 

第三類為每句門第五個字母，發不男不女之聲音，非柔非濁之聲音，發聲後再

加發鼻聲音後送出成聲。 

第一類、第二類合共有「五乘四」得廿個字母，最後第三類五句門各一字母，

合共有五字母，總共五句門有廿五字母。另第三類五字母有兩種讀法，一為一般音，

二為大空音、重空音、菩提果聲音，此五字母發音正確與否，在咒語持誦上是非常、

非常、非常地重要，所以大家要特別體會其發音精髓，好好注意學習，不能疏忽略

過。 

3.第三部份是遍口音，遍口音有八、九、十字母等說法之分別，若八字者為野

伏 ya、囉先 ra、邏匡 la、嚩向 va、捨在 0a、沙好=a、屹娑 sa、賀成 ha 等前八字

母；若是說九字母者，即是野伏 ya、囉先 ra、邏匡 la、嚩向 va、捨在 0a、沙好=a、

屹娑 sa、賀成 ha、乞灑(叉) 朽 k=a 等九字母。若是說到十字母時就是指野伏 ya、

囉先 ra、邏匡 la、嚩向 va、捨在 0a、沙好=a、屹娑 sa、賀成 ha、乞灑(叉) 朽 k=a、

濫孬 lla3 等十字母。 

遍口音也分三種始音發聲，然後才轉成遍口聲發音出來，所以若以十字母來分

類，則分類如下： 

第一類為喉內始音，再發遍口聲，如野伏 ya、賀成 ha、乞灑(叉) 朽 k=a 等三

字母。 



 

第二類為舌內始音，再發遍口聲，如囉先 ra、邏匡 la、捨在 0a、沙好=a、屹

娑 sa、濫孬 lla3 等六字母。 

第三類為唇內始音，再發遍口聲，如嚩向 va，僅一字母。 

以上母音(韻母)十六字母，加上子音(聲母)廿五字母，再加上遍口音十字母等合

成全部悉曇五十一個字母。 

 

(三)、五十一字母分類簡表 

 依上所述各節字母細分，共大略分為三類，共五十一字母，全是由一阿狣 a 字

母所發生，此道理、原理已於前述「悉曇簡介」中述明，總結除阿狣 a 字母本身外，

所衍生之其他五十字母，合成五十一字母，用簡表細列如下(詳下表分類組別)： 

1.阿狣 a 字母宇宙根本聲，轉十二轉音成十二韻母，再加別摩多四字母，總成

十六母音聲。 

2.五句門子音(聲母)共廿五個字母。 

3.遍口音十字母， 

以上三部份總共成五十一字母。 



 

 

 

三、悉曇 51 字母內容分析 

(一)、前言 

悉曇五十一字母都有其世間字意與出世間字義，所謂字意是指世間相，有字形、

字相始能依之發聲，聲一發就能表世間情見(入世間智之意思)。世間相中又要能用

出世間智觀之，不執取其世間知見，這樣才能解脫(具足出世間智慧、般若智慧)。 

例如阿狣 a 字本無所有義，但能生萬法智，這是世間知見，這是屬於字意。但

阿狣 a 字又有本不生義、無所有義、不可得義，這就是出世間智慧、般若智慧，此

即所謂的字義。學悉曇字母除要認識字相、會書寫、會發聲音外，還要認識此字母

之字意與字義，於觀字輪或持咒中就要觀各悉曇字母中深秘密之字意與字義。所以

悉曇字母字形要背，要會書寫，還要各別知其字母之義理。當然各字母意義非獨一，

世尊於每部經典中所解釋之字意會有不同，但字母的字義都是一樣的，就是「不可

得」，既然懂得「不可得」，就不要執著一切相。以下悉曇自母學習就要以這樣的內



 

涵、態度去學習，學習世間意思時，要能以出世間無執取智慧處理之，要學好悉曇

密教，就要好好記得此種觀念也。 

 

(二)、五十一字母總表 

 此五十一字母表已出現於「悉曇簡介」文章中，還沒有學習到發音、書寫筆順

時，於此再複習一次，摩多韻母十二字母，別摩多韻母四字母，五句門(五類聲)共

廿五字母，遍口音共十個字母，總共五十一字母，詳下表。 

 

  

(三)、摩多韻母內容說明 

1. 對對母音順抝音分析 



 

由阿狣 a 根本字母，轉化成十二韻母，是為阿狣 a、阿引狣 2、伊珌 i、伊引珂 1、

塢珈 u、汙珅 9、噎珫 e、愛玿 ai、汙珇 o、奧玾 au、闇珃 a3、惡珆 a`。此十二

韻母聲分成六對，即如下： 

阿狣 a、阿引狣 2  一對， 

伊珌 i、 伊引珂 1  一對， 

塢珈 u、汙珅 9   一對， 

噎珫 e、愛玿 ai   一對， 

汙珇 o、奧玾 au  一對， 

闇珃 a3、惡珆 a` 一對。 

以上六對中，前一字母為短音，後一字母為長音，以正紐而發音。六對中由阿

狣 a 根本字母所生十一字是，如前「悉曇介紹」文中所述，故知一即十二，十二即

一。阿狣 a、阿引狣 2、闇珃 a3、惡珆 a`四字，都是由阿狣 a 正紐發音，未有抝音

轉音。伊珌 i、 伊引珂 1 一對，正紐發音，未有抝音轉音。塢珈 u、汙珅 9 一對正紐

發音，未有抝音轉音。汙珇 o、奧玾 au 一對，正紐發音，未有抝音轉音，因 o 是由

au 合讀發音而成。另一對噎珫 e、愛玿 ai 也可說是旁紐、抝音而發聲。 

 

2.十二韻母同源於阿狣 a 聲字 

上述對對字母除自正紐而生短長音外，所有韻母長短音字母都由阿狣 a 字母根

本聲音生，也就是說所有韻母字母都由阿狣 a 字母聲正紐或旁紐抝音而生，生出其

他十一字母，合共十二韻母字，此理念已於「悉曇簡介」中交代。所以狣 a 字母正

紐生出 2、a3、a`，旁紐抝音生出 i、1、u、9、e、ai、o、au 等八音，其旁紐、抝

音原理是 ai→i，ae→e、au→u，…。而因十一韻母中都含有阿 a 聲，除長短音不

說外，ia→a、ea→a、ua→a、…，所以說十一字韻母聲都與阿 a 字聲無別。 

 



 

3.悉曇字母「界畔」之意義 

界者地域，畔者邊緣，「界畔」有族群、地界分野之意。由前述得知，阿狣 a、

阿引狣 2、闇珃 a3、惡珆 a`四字母都是由阿狣 a 根本字母正紐(順韻音)所生，而闇

珃 a3、惡珆 a`兩字被放在十六韻母最後兩個位置，除有菩提、涅槃果之意外，因

此二字母由韻母音(母音 a)與聲母音(子音 m、h)所組成，所以此二字被稱為「界畔」，

因為此二字闇珃 a3、惡珆 a`，都含有韻母 a 聲，故屬於韻母 a 聲；又同時此二字

闇珃 a3、惡珆 a`含有聲母音如摩、賀(m、h)二音，因此屬於子音聲母，因此放在

十六字韻母(連別摩多一起算)最後兩個字母，之後接下來是五句門廿五字母之聲母

音字母，所此闇珃 a3、惡珆 a`兩字，上屬韻母字母，下又接畔有聲母廿五字母，

故說是界於兩者之畔，稱為「界畔」字母。  

所有悉曇字母群，都含有「界畔」意義於其中，除韻母「界畔」闇珃 a3、惡

珆 a`二字母外，五十一字母之「界畔」為乞灑(叉)k=a 朽，因為乞灑(叉) 朽 k=a

意思為「盡」之意，悉曇字母到第五十一字母時已「盡」了，所以說以乞灑(叉) 朽

k=a 為「界畔」。又若您有學過華嚴四十二字母，當其界畔為荼丙 7ha，也因此字母

放在最後一字母，而荼丙 7ha 意為無執之義，意思就是說依法修持華嚴四十二字母

後，要能無執一切相、觀其根本不生義，故以荼丙 7ha 作為圓滿、結尾義。 

 

4.梵王所傳韻母只有八字母音 

《佛本行集經》曰：「爾時太子，既初就學，將好最妙牛頭栴檀，作於書板，

純用七寶，莊嚴四緣，以天種種殊特妙香，塗其 背 上 ， 執 持 至 於 毘 奢 蜜 多

(Viśvamitra，彩光甲)阿闍梨前，而作是言：尊者闍梨，教我何書？或復梵天所說之

書(今婆羅門書正十四音是)。」又曰：「爾時，復有五百釋種諸臣童子，俱共太子，

齊入學堂，學書唱字，以是太子威德力故，復有諸天神力加故，諸音響中，出種種

聲：唱阿痦 a 字時，諸行無常，出如是聲；唱伊硜 i 字時，一切諸根門戶閉塞，出



 

如是聲；唱優竦 u 字時，心得寂定，出如是聲。唱咽腍 e 字時，諸六入道皆證知故，

出如是聲；唱嗚菼 o 字時，當得渡於大煩惱海，出如是聲。」 

 以上段經文當知世尊在時，即有婆羅門書，婆羅門書即是梵書。但據云印度歷

史悠久，惜無文字可資記載歷史古梵文出現時間，至阿育王(a0oka，意譯無憂王)

時，始有正式的文字出現，之前似都是用口傳，讀誦古梵文為主，未有文字記載留

傳，就像震旦中國自倉頡造字象形字後始有文字流傳。我們去印度朝聖時，見到阿

育王石柱上刻有古梵書文字，故說印度有文字記載源自於阿育王時代，雖世尊已入

滅兩百六十年後，阿育王始出世，阿育王時代古梵字是否同於世尊在時之梵文未可

知，但依其韻母字數相同僅五字韻母 (a、i、u、e、o)基本聲字，可能世尊住世時

已有此相同文字流傳於婆羅門與剎帝利上層社會中。 

據印度鹿野苑歷史博物館中之印度文字歷史記載，前離車子時期(pre- licchavi 

period)，即有古梵文(brahmi)，相當於印度孔雀王朝時期。古梵文(brahmi)主流傳

於印度上等種性社會中，即是婆羅門與剎帝利兩族姓上層社會所使用，婆羅門用於

祭祀，剎帝利學習能與婆羅門溝通，也顯示高貴族群。世尊住世當時，在於阿育王

出世之 260 年前時，所以當時古梵文(brahmi)應已面世，但也是僅止於上層社會所

用。一般下階級人民還是以巴利(pali)文溝通為主，所以世尊講經說法也是要適應

下階層民眾，主要還是以巴利文講經為主，所以阿含經大部份以巴利文記述，但後

期世尊說咒語時，都是以古梵文為主的。 

印度孔雀王朝是古印度王朝，自西元前三二一年至前一八四年(B.C.321 - 

184)，計歷經一三七年之久，由旃陀羅笈多王（Chandragupta）所建立，其孫為阿

育王。阿育王時期在記念世尊各聖地石柱上所用的古梵文(brahmi)，韻母僅有八個

字，即是阿痦 a、阿引睍 2、伊硜 i、塢竦 u、噎腍 e、汙菼 o、闇菞 a3、惡菃 a`。

主要還是以阿痦 a、伊硜 i、塢竦 u、噎腍 e、汙菼 o 等五母音，加上阿 a 字聲正

紐之三字母，即阿引睍 2、闇菞 a3、惡菃 a`。 



 

 到離車子時期(pro-licchavi period) 古梵文(brahmi)韻母增加至十一字母，除原

有八字外增加某韻母字長音，同時字形亦已作了些許改變。其十一字母之母音為：

阿痝 a、阿引睅 2、伊硭 i、伊引 祴 1、塢竤 u、噎脺 e、愛艵 ai、汙菶 o、奧菘 au、

闇萑 a3、惡菬 a`。此時期所增加出來的母音是伊引 祴 1、愛艵 ai、奧菘 au 等三

個韻母長音，也就是伊硭 i 、噎脺 e、汙菶 o 等長音，是為伊引 祳 1、愛茻 ai 、

奧菿 au 等三字母長音。 

 到後離車子時期(Aft-licchavi period)，又增加了汙筅 9 長音，同時也增加了別

摩多(n2n2-m2trk2)四字母音紇裏絖 4(讀音 ri)、紇棃絔 }(r1)、罦 8(li)、嚧胾 p(l1)，

到此時期韻母才正式成為十六字母音。到此後離車子時期各字形又被重新更改過，

惟此種字形是與傳入西藏之梵文極相似，但對於我們所熟悉的唐密梵文或傳入日本

的梵文而言，此種字形僅稍微接近於北傳悉曇古梵文字形而已，因很多字形已被更

改較大些了。其十六韻母字母為：阿痟 a、阿引睊 2、伊硱 i、伊引 祳 1、塢筊 u、

汙筅 9、紇裏絖 4(讀音 ri)、紇棃絔 }(r1)、罦 8(li)、嚧胾 p(l1)、噎脺 e、愛茻 ai、

汙萐 o、奧菿 au、闇萆 a3、惡菮 a`。 

 我們目前學習大正藏中的悉曇韻母字母為阿狣 a、阿引玅 2、伊珌 i、伊引 珂 1、

塢珈 u、汙珅 9、紇裏玹 4、紇棃玶}、玵 8、嚧玴 p、噎珫 e、愛玿 ai、汙珇 o、

奧玾 au、闇珃 a3、惡珆 a`。 

 

5.古梵字之字形組成的奧密  

 從後離車子時期梵字之變化，一直在維持一個原則，就是阿 a 聲能顯現於各個

轉化韻母或者子音字形中，初期此種現象比較不明顯。譬如說在前離車子時期所造

之古梵文(brahmi)韻聲字母，阿痦 a、阿引 睍 2、伊 硜 i、塢竦 u、噎腍 e、汙菼 o、

闇菞 a3、惡菃 a`，代表阿聲音者有「一」、「│」、「◆」。阿痦 a 字中之豎畫「│」

為阿 a 聲記畫，伊硜 i 字中以「◆」為阿 a 聲記畫，其他字母以「一」為阿 a 聲記



 

畫。但到後來梵文學家在製造梵字字形，都充分顯示出各字形中都含有阿 a 聲影畫，

如蘭扎體文(ra#jana)、那支城體(nacin2gar1)、城體(n2gar1)、天城體(devan2gar1)

等等，所以在當初梵文北傳到中國後，此觀念還是很嚴謹的，各字母形中定要含有

阿 a 字聲影畫。但悉曇字母中有些字已違反此原則，如將叻、卉、斗等字改成無阿

a 聲影畫，不見阿 a 聲影畫怎能成聲音，此部份在五句門時再詳加解釋。 

 到離車子時期(pro-licchavi period)，其十一字母母音為：阿痝 a、阿引睅 2、伊

硭 i、伊引 祴 1、塢竤 u、噎脺 e、愛艵 ai、汙菶 o、奧菘 au、闇 萑 a3、惡菬 a`。

除保持阿 a 聲記畫「一」、「│」外，使伊硭 i、伊引 祴 1 改變寫法，i 可以看出是由

ai→i，古代為表是此理，伊硭 中含有 a、i 影畫在，「│」阿 a 聲記畫，兩圓圈％代

表 i 聲音，形成 ai 旁紐得 i 之聲。其他 ae→e、au→u 等字，亦可看出其組成字阿 a

聲影畫在。 

到後離車子時期(Aft-licchavi period)，世尊住世同時增加了別摩多(n2n2-m2trk2) 

紇里絖 4(讀音 ri)、紇棃絔 }(r1)、罦 8(li)、嚧胾 p(l1)等四字母音於咒語中，到此時

期才正式將韻母改曾為十六字韻母音。此時期四別摩多正式列入字母表中，但一般

相信此四別摩多世尊住世時已存在，可能是祂提出來的，未被一般婆羅門所接受，

到後離車子時期聽說國王以行政命令教大臣等列入，此時期韻母聲正式成為十六字

母，其十六韻母字母為：阿痟 a、阿引睊 2、伊硱 i、伊引 祳 1、塢筊 u、汙筅 9、

紇里絖 4(讀音 ri)、紇棃絔 }(r1)、罦 8(li)、嚧胾 p(l1)、噎脺 e、愛茻 ai、汙萐 o、

奧菿 au、闇萆 a3、惡菮 a`。此十六韻母中，除伊硱 i、伊引 祳 1、罦 8(li)、嚧

胾 p(l1)四字母外，皆可分辯其字形中全有阿 a 聲影畫(橫畫、點畫)，伊硱 i、伊引 祳

1 兩字母的阿 a 聲影畫在於下點桮 ，上面兩圓圈、三圓圈是代表 i、1 聲影畫。所以

一切字形、字聲，離不開阿 a 字聲，十二轉音與別摩多亦不能例外，下述五句門或

九遍口音亦復如是，離不開阿 a 字聲，各字形中亦會涵有阿 a 字聲影畫、點畫等。 

 



 

6.十六韻母之字義 

要學悉曇行者，不僅要能認識悉曇字形、字聲，還要好好認識悉曇字義。下面

是十六韻母聲之字義，請好好背熟，以備以後能利用於悉曇修持上，或咒語認識字

義上。前面以大正藏字形列出，後面所附為後離車子時期字形亦同列出，以做為時

代變化影響到字形的變異過程。 

狣阿 a：「無」、「不」、「非」也。阿字者是一切法教之本，凡最出開口之音皆有

阿聲。若離阿聲則無一切言說，故為眾聲之母，又為眾字之根本。又一切諸法「本

不生義」，內外諸教皆從此字而出生也。(阿 痟 a)(後離車子時期古梵文(brahmi)字

形) 

玅阿引 2：一切諸法「寂靜」不可得義。(阿引睊 2) 

珌伊 i：一切諸法「根」不可得義。(伊硱 i) 

珂伊引 1：一切諸法「災禍」不可得義。(伊引 祳 1) 

珈塢 u：一切諸法「譬喻」不可得義。(塢筊 u) 

珅汙引 9：一切諸法「損減」不可得義。(汙筅 9) 

玹哩 4(ri) (彈舌呼)：一切諸法「神通」不可得義。(紇里絖 4(讀音 ri)) 

玶哩引}(r1)(彈舌去聲呼)：一切諸法「類例」不可得義。(紇棃絔 }(r1)) 

玵 8(li) (彈舌去聲)：一切諸法「染」不可得義。(罦 8(li)) 

玴嚧引 p(l1) (彈舌長聲)：一切諸法「沉沒」不可得義。(嚧胾 p(l1)) 

珫曀 e：一切諸法「求」不可得義。(噎脺 e) 

玿愛 ai：一切諸法「自相」不可得義。(愛茻 ai) 

珇汙長 o：一切諸法「瀑流」不可得義。(汙萐 o) 

玾奧去引 au：一切諸法「化生」不可得義。(奧菿 au) 

珃闇 a3：一切諸法「邊際」不可得義。(闇萆 a3) 

珆惡 a`：一切諸法「遠離」不可得義。(惡菮 a`) 

 



 

7.悉曇韻母字義偈誦句              

 古德為便於記憶各悉曇字母，常做些偈語以利背誦，底下先把韻母部份列出，

讀者有空沒空，都要把此偈語背熟，以後才能一見悉曇字母，便知其「世間意」，觀

其實相就能導入「不可得義」。下圖表第一行是單字偈語，第二行是梵字發音，第三

行是羅馬發音，第四行是古漢字發音，請各自理解後背誦於心，有利於以後悉曇的

學習。若單字偈語看不懂其意，請看上面(6)項整句的意思說明。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