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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簡介--  

        各經悉曇字母音義總彙(之 3)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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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經悉曇字母音義總彙(續) 

6.《八十華嚴七十六入法界品》云：「善知眾藝童子告善財言：我得菩薩解脫名

義知眾藝，我恒唱持此之字母。 

01.唱阿狣 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以菩薩威力入無差別境界。 

02.唱囉先 r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無邊差別門。 

03.唱波扔 p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普照法界。 

04.唱者弋 c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普輪斷差別。 

05.唱那巧 n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字門，名得無依無上。 

06.唱邏匡 l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離依上金垢。 

07.唱柁叨 da(輕音呼)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不退轉方便。 

08.唱婆生 ba(音蒲我反)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金剛場。 

09.唱荼毛 7a(音徒我反)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日普輪。 

10.唱沙好=a(音史我反)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為海藏。 

11.唱縛向 va(音房可反)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普生安住。 

12.唱多凹 ta(音都我反)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圓滿光。 

13.唱也伏 ya(音以可反)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差別積聚。 

14.唱瑟吒沰=6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普光明息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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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唱迦一 k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無差別雪。 

16.唱娑屹 sa(音蘇我反)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降霔大雨。 

17.唱麼亙 m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大洗湍激峯齊峙。 

18.唱伽丫 ga(音上聲輕呼)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普安立。 

19.唱他卉 tha(音他可反)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真如平等藏。 

20.唱社介 j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入世門海清淨。 

21.唱鑚辱 sv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念一切佛莊嚴。 

22.唱拕  dh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觀察簡擇一切法聚。 

23.唱奢在 0a(音尸苛反)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隨順一切佛教輪光明。 

24.唱佉几 kh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修因地智慧藏。 

25.唱叉朽 k=a(楚我反)字入般若波羅蜜門，名息諸業海藏。 

26.唱娑(蘇紇反)多(音上聲)糽 st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蠲諸惑障開淨光。 

27.唱壤渮 j#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作世間智慧門。 

28.唱曷欏(音上聲)多飲 rth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生死境界惠輪。 

29.唱婆(音蒲我反)矛 bh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一切宮殿圓滿莊嚴。 

30.唱車(上聲)云 ch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修行方便藏各別圓滿。 

31.唱娑(音蘇紇反)麼絆 sm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隨十方現見諸佛。 

32.唱訶娑(訶娑字並上聲呼之)郡 hv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觀察一切無緣眾生方

便攝受令出生;死無礙力。 

33.唱縒(音七可反)  ts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修行趣入一切功德海。 

34.唱伽(上聲)千 gh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持一切法雲堅固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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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唱吒  6h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隨願普見十方諸佛。 

36.唱拏(音嬭可反)仕 5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觀察字輪有無盡諸億字。 

37.唱娑(音蘇紇反)頗剉 sph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化眾生究竟處。 

38.唱娑(同前音)迦弨 sk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廣大藏無礙辨光明輪遍照。 

39.唱也(音夷舸反)娑(音蘇舸反)  ys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宣說一切佛法境界。 

40.唱室者  0c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於一切眾生界法雷遍吼。 

41.唱他(音恥加反)巴 6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以無我法門脫眾生。 

42.唱陀丙 7ha 字時入般若波羅蜜門，名一切法輪差別藏。 

善男子！我唱如是字母時，此四十二般若波羅蜜為首，入無量無數般若波羅蜜

門。善男子！我唯知此善知眾藝菩薩解脫，如諸菩薩摩訶薩，能於一切世出世間善

巧之法，以智通達，到於彼岸。殊方異藝咸綜無遺，文字等數，蘊其深解，醫方呪

術善療眾病。有諸眾生，鬼魅所持，怨憎呪詛、惡星變怪，屍奔逐癲癇羸瘐，種種

諸疾咸能救之，使得痊癒。又善別知金玉珠貝珊瑚瑠璃，摩尼車渠雞薩羅等一切寶

藏出生之處，品類不同，價直多少。村營鄉邑大小都城，宮殿華麗園巖宗藪澤，凡

是一切人眾所居菩薩咸能隨方攝護。又善觀察天文地理大相吉凶，鳥獸音聲雲霞氣

候，年榖豐儉國土安危，如是世間所有伎藝莫不該練盡其源本。又能分別出世之法，

正名辨義，觀察體相，隨順修行智入其中，無礙無罣，無愚癡無頑鈍，無憂惱沈沒，

無不現證而我云何能知能說彼功德行(已上經文)。 

7.《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云：唱 

01. 阿(上)狣 a 字時名由菩薩威德入無差別境界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本不生

故。 

02.囉先 ra 字時入無邊際差別般若波羅蜜門，一切法離塵垢故。 

03.跛扔 pa 字時入法界際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勝義諦不可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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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左（輕呼）弋 ca 字時入普輪斷差別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無諸行故。 

05.曩（舌頭呼）巧 na 字時入無阿賴耶際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性相不可得故。 

06.攞匡 la 字時入無垢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出世間故愛支因緣永不現故。 

07.娜叨 da 字時入不退轉加行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調伏寂靜真如平等無分

別故。 

08.麼生 ba 字時入金剛場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離縛解故。 

09.拏上毛 7a 時入普輪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離熱矯穢得清涼故。 

10.灑好=a 字時入海藏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無罣礙故。 

11.嚩向 va 字時入普住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言語道斷故。 

12.多上凹 ta 字時入照曜塵垢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真如不動故。 

13.野伏 ya 字時入差別積聚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如實不生故。 

14.瑟吒(二合上)沰=6a 字時入普遍光明息除熱惱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制伏任

持相不可得故。 

15.迦上一 ka 字時入差別種類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作者不可得故。 

16.娑上屹 sa 字時入現前降霔大雨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時平等性不可得故。 

17.莽(輕呼)亙ma 字時入大迅疾眾峯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我所執性不可得故。 

18.誐丫 ga 字時入普輪長養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行取性不可得故。 

19.他上字卉 tha 時入真如無差別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處所不可得故。 

20.惹介 ja 字時入世間流轉窮源清淨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能所生起不可得

故。 

21.娑嚩(二合)辱 sva 字時入念一切佛莊嚴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安隱性不可得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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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駄  dha 字時入觀察法界道場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能持界性不可得故。 

23.捨在 0a 字時入隨順一切佛教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如寂靜性不可得故。 

24.佉上几 kha 字時入現行因地智慧藏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如虛空性不可得

故。 

25.訖灑(二合)朽 k=a 字時入決擇息諸業藏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性不可得故。 

26.娑多(二合)糽 sta 字時入摧諸煩惱清淨光明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任持處非

處令不動性不可得故。 

27.孃 (輕呼上)渮 j#a 字時入生世間差別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能所知性不可得故。 

28.囉他(二合)飲 rtha 字時入逆生死輪知道場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執著義性不

可得故。 

29.婆(引去)矛 bha 字時入一切宮殿道場莊嚴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可破壞性不

可得故。 

30.磋上云 cha 字時入修行加藏益差別道場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欲樂覆性不

可得故。 

31.娑麼(二合)絆 sma 字時入現見十方諸佛旋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可憶念性

不可得故。 

32.訶嚩(二合)郡 hva 字時入觀察一切眾生堪任力遍生海藏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

法可呼召性不可得故。  

33.多娑(二合)  tsa 字時入一切功德海趣入修行源底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勇

健性不可得故。 

34.伽去千 gha 字時入持一切法雲堅固海藏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厚平等性不

可得故。 

35.姹上  6ha 字時入願往詣十方現前見一切佛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積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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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得故。 

36.儜上仕 5a 字時入輪積集俱胝字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離諸諠諍無往無來

行住坐臥不可得故。 

37.頗民 pha 字時入成就一切眾生際往詣道場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遍滿果報

不可得故。 

38.塞迦(二合) 弨 ska 字時入無著無礙解辨地藏光明輪普照般若波羅蜜門，悟一

切法積聚蘊性不可得故。 

39.也娑(二合上)  ysa 字時入宣說一切佛法境界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衰老性

相不得故。 

40.室左(二合上)  0ca 字時入一切虛空以法雲雷震吼普照般若波羅蜜門，悟一

切法聚集足跡不可得故。 

41.吒上巴 6a 字時上入無我利益眾生死究竟邊際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相驅迫

性不可得故。 

42.荼引去丙 7ha 字時入法輪無差別藏般若波羅蜜門，悟一切法究竟處所不可得

故。 

善男子！我稱如是入諸解脫根本字時，此四十二般若波羅蜜門為首，入無量無

數波羅蜜門。又善男子！如是字門是能悟道入法空邊際，除如是字表諸法更不可得。

何以故？如是字義不可宣說不可顯示不可執取，不可書持不可觀察離諸相相。善男

子！譬如虛是一切物所歸趣處，此諸字門亦復如是，諸法空義皆入此門，方得顯。

若菩薩摩訶薩，於如是入諸字門，得善巧智，於諸言音所詮所表，皆無罣礙，於一

切法平等空性，盡能詮持。於眾言音，咸持善巧。菩薩摩訶薩，能聽如是入諸門印

阿上狣 a 字印聞已受持讀誦通利，為他解說不貪名利，由此因緣得二十種殊勝功德。

何等二十： 

(1)謂得強憶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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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得勝慚愧。 

(3)得堅固力。 

(4)得法音旨趣。 

(5)得增上覺。 

(6)得難勝惠。 

(7)得無礙辨。 

(8)得總持門。 

(9)得無疑惑。 

(10)得違順不生恚愛。 

(11)得無高下平等而住。 

(12)得於有情言音善巧。 

(13)得蘊善巧處善巧界善巧。 

(14)得緣起善巧因善巧緣善巧。 

(15)得法善巧。 

(16)得根勝劣智善巧。 

(17)得他心智善巧。 

(18)得觀星曆善巧。 

(19)得是處非處善巧。 

(20)得往來等威儀路善巧。 

是為得二十種殊勝功德。善男子！我唯知此入諸解脫根本字智，如諸菩薩摩訶

薩，能於一切世間善巧之法，以智通達到於彼岸，而我云何能知能說彼功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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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大方等大集經卷第十海慧菩薩品第五之三》云 

爾時世尊。復告海惠菩薩。善男子。若欲受持如是等經。欲因寂靜甚深心者。

應當持門句法句金剛句至心觀察。門句者一切法中而作門。所謂 

01.阿狣 a 字一切法門，阿狣 a 者言無，一切諸法皆悉無常。 

02.波扔 pa 亦一切法門，波扔 pa 者即以止義。 

03.那巧 na 亦一切法門，那巧 na 者諸法無礙。 

04.陀叨 da 亦一切法門，陀叨 da 者性能調伏一切法。 

05.沙好=a 亦一切法門，沙好=a 者遠離一切諸法。 

06.多凹 ta 亦一切法門，多凹 ta 者一切法如。 

07.迦一 ka 亦一切法門，迦一 ka 者一切諸法無作無受。 

08.娑屹 sa 亦一切法門，娑屹 sa 者一切諸法無有分別。 

09.伽千 gha 亦一切法門，伽千 gha 者如來正法甚深無底。 

10.闍介 ja 亦一切法門，闍介 ja 者遠離生相。 

11.曇尼 dha3 亦一切法門，曇尼 dha3 者於法界，不生分別。 

12.奢在 0a 亦一切法門，奢在 0a 者具奢麼他(0amatha)，得八正道。 

13.叉朽 k=a 亦一切法門，叉朽 k=a 者一切法盡。 

14.若及#a 亦一切法門，若及#a 者諸法無礙。 

15.咃卉 tha 亦一切法門，咃卉 tha 者一切諸法是處非處。 

16.蠱乃 ku 亦一切法門，蠱乃 ku 者觀五陰，已得大利益。 

17.荼毛 7a 亦一切法門，荼毛 7a 者一切諸法無有畢竟。 

18.迦千 gha 亦一切法門，迦千 gha 者身寂靜故，得大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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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至才 ci 亦一切法門，至才 ci 者心寂靜故，離一切惡。 

20.優珈 u 亦一切法門，優珈 u 者受持擁護清淨禁戒。 

21.蛇伏 ya 者一切法門，蛇伏 ya 者主善思惟。 

22.賛尹 cam 亦一切法門，賛 cam 者住一切法。 

23.修圩 0u 亦一切法門，修圩 0u 者一切諸法性是解脫。 

24.毘合 vi 亦一切法門，毘合 vi 者一切諸法悉是毘尼，毘尼者調伏已身。 

25.時元 ji 亦一切法門，時元 ji 者一切諸法性不染污。 

26.阿狣 a 亦一切法門，阿狣 a 者一切諸法性是光明。 

27.娑屹 sa 亦一切法門，娑屹 sa 者修八正道。 

28.婆矛 bha 亦一切法門，婆矛 bha 者一切諸法非內非外。 

善男子！是名門句，能淨念心，能淨其心，知眾生根本。法句者，一切諸法解

脫印，如是等文有二十五印名，乃至云，如是法句者，即是得過去未來現在諸佛菩

提，如是法印攝取八萬四千法聚。若能如是觀法聚者，即能獲得無生忍。又云：金

剛句者，其身不壞猶如金剛。何以故？法性不壞故，智慧性能破無明，是故智慧名

金剛句，如是文有多句。善男子！若有菩薩能解如是等句義者，必當坐於菩提樹下

金剛師子法座之上。又云：善男子！菩薩有四種。一者初發菩提之心，二者修行菩

提之道，三者堅固不退菩提，四者一生補佛處。」 

9.《摩訶般若波羅蜜經廣乘品第十九(丹本名為四念處品)》云：「復次，須菩提！

菩薩摩訶薩摩訶衍，所謂字等語等諸字入門。何等為字等語等諸字入門？ 

01.阿狣 a 字門，一切法初不生故。 

02.羅先 ra 字門，一切法離垢故 

03.波扔 pa 字門，一切法第一義故。 

04.遮弋 ca 字門，一切法終不可得故，諸法不終不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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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那巧 na 字門，諸法離名相，不得不失故。 

06.邏匡 la 字門，諸法度世聞故，亦愛枝因緣滅故。 

07.陀叨 da 字門，諸法善心生故，亦施相故。 

08.婆生 ba 字門，諸法婆字離故。 

09.荼毛 7a 字門，諸法荼字淨故。 

10.沙好 =a 字門，諸法大自在王性清淨故。 

11.和向 va 字門，入諸法語言道斷故。 

12.多凹 ta 字門，入諸法如相不動故。 

13.夜伏 ya 字門，入諸法如實不生故。 

14.吒沰 =6a 字門，入諸法制伏不可得故。 

15.迦一 ka 字門，入諸法作者不可得故。 

16.婆屹 sa 字門，入諸法不可得故。 

17.麼亙 ma 字門，入諸法我所不可得故。 

18.伽丫 ga 字門，入諸法去者不可得故。 

19.他卉 tha 字門，入諸法處不可得故。 

20.闍介 ja 字門，入諸法生不可得故。 

21.簸辱 sva 字門，入諸法簸字不可得故。 

22.馱  dha 字門，入諸法性不可得故。 

23.賖在 0a 字門，入諸法定不可得故。 

24.坐几 kha 字門，入諸法虛空不可得故。 

25.叉朽 k=a 字門，入諸法盡不可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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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哆糽 sta 字門，入諸法有不可得故。 

27.若渮 j#a 字門，入諸法智不可得故。 

28.他飲 rtha 字門，入諸法他字不可得故。 

29.婆矛 bha 字門，入諸法破壞不可得故。 

30.車云 cha 字門，入諸法欲不可得故。如影五陰亦不可得故。 

31.魔絆 sma 字門，入諸法魔字不可得故。 

32.火郡 hva 字門，入諸法喚不可得故。 

33.嗟  tsa 字門，入諸法嗟字不可得故。 

34.伽千 gha 字門，入諸法厚不可得故。 

35.他土荼反  6ha 字門，入諸法處不可得故。 

36.拏仕 5a 字門，入諸法不來不去不立不坐不臥故。 

37.頗民 pha 字門，入諸法遍不可得故。 

38.歌弨 ska 字門，入諸法聚不可得故。 

39.醝  ysa 字門，入諸法醝字不可得故。 

40.遮  0ca 字門，入諸法行不可得故。 

41.吒巴 6a 字門，入諸法驅不可得故。 

42.荼丙 7ha 字門，入諸法邊竟處故。不終不生過荼無字可說。 

何以故？更無字故。諸字無礙無名亦滅，不可說不可示、不可見不可書。 

須菩提！當知一切諸法如虛空。須菩提！是名陀羅尼門。所謂阿狣 a 字義，若

菩薩摩訶薩，是諸字門印。阿狣 a 字印，若聞、若受、若誦、若讀、若持，若為他

說，如是知當得二十功德。何等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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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得強識念。 

(2)得慚愧。 

(3)得牢固心。 

(4)得經旨趣。 

(5)得智慧。 

(6)得樂說無礙。 

(7)易得諸餘陀羅尼門。 

(8)得無礙疑悔心。 

(9)得聞善不喜聞惡不怒。 

(10)得不高不下住心無增減。 

(11)得善巧知眾生語。 

(12)得巧分別五陰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緣四諦。 

(13)得巧分別眾生諸根利鈍。 

(14)得巧知他心。 

(15)得巧分別日月歲節。 

(16)得巧分別天耳通。 

(17)得巧分別宿命通。 

(18)得巧分別生死通。 

(19)得能說是處非處。 

(20)得巧知往來坐起等身威儀。須菩提是陀羅尼門，字門阿狣 a 字門，等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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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摩訶薩摩訶衍。」  

10.《大毘盧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卷第六百字成就持誦品第二十二》云：爾時世

尊，又復宣說淨除無盡眾生界句，流出三昧句，不思議句，轉他門句。若本無所有，

隨順世間生。云何了知空，生此瑜伽者，若自性如是，覺名不可得，當等空心生。

所謂菩提心，應發起慈悲，隨順諸世間，住於唯想行，是即名諸佛。當知想造立，

觀此為空空，如下數法轉，增一而分異，勤勇空亦然，增長隨次第。即此阿狣 a 字

等，自然智加持。阿狣 a、娑屹 sa、嚩向 va(註：阿狣 a 字為佛部、娑屹 sa 字為蓮華部、

嚩向 va 字為金剛部)，迦一 ka、佉几 kha、哦丫 ga、伽千 gha(第一句門)，遮弋 ca、車

云 cha、若介 ja、社刈 jha(第二句門)，吒巴 6a、咤  6ha、拏毛 7a、荼丙 7ha(第三句

門)，多凹 ta、他卉 tha、娜叨 da、馱  dha(第四句門)，波扔 pa、頗民 pha、摩生 ba、

婆矛 bha(第五句門)，野伏 ya、囉先 ra、邏匡 la、嚩向 va，奢在 0a、沙好=a、娑

屹 sa、訶成 ha (八遍口音)，仰小{a、壤及#a、拏仕 5a、曩巧 na、莽亙 ma(五大空音)。 

秘密主！觀此空中流散假立，阿狣 a 字之所加持，成就三昧道。秘密主！ 

如是阿狣 a 字住於種種莊嚴，布列圓位，以一切法本不生故，顯示自形。 

或以不可得義，現嚩向 va 字形。 

或諸法遠離造作故，現迦一 ka 字形。 

或一切法等虛空故，現佉几 kha 字形。 

或行不可得故現哦丫 ga 字形。 

或諸法一合相不可得故，現伽千 gha 字形。 

或一切法離生滅故，現遮弋 ca 字形。 

或一切法無影像故，現車云 cha 字形。 

或一切法生不可得故。現若介 ja 字形。 

或一切法離戰敵故，現社刈 jha 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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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切法離我慢故，現吒巴 6a 字形。 

或一切法離養育故，現咤  6ha 字形，  

或一切法離怨對故，現拏毛 7a 字形。 

或一切法離災變故，現茶丙 7ha 字形。 

或一切法離如如故，現多凹 ta 字形。 

或一切法離住處故，現他卉 tha 字形。 

或一切法離施故，現娜叨 da 字形。 

或一切法界不可得故，現馱  dha 字形。 

或一切法勝義諦不可得故，現波扔 pa 字形。 

或諸法不堅如聚沫故，現頗民 pha 字形。 

或一切法離繫缚故，現麼生 ba 字形。 

或一切法諸觀不可得故，現婆矛 bha 字形。 

或一切法諸法諸乘不可得故，現也伏 ya 字形。 

或一切法離一切塵故，現囉先 ra 字形。 

或一切法無相故，現邏匡 la 字形。 

或一切法離寂故，現奢在 0a 字形。 

或一切法本性鈍故，現沙好 =a 字形。 

或一切法諦不可得故，現娑屹 sa 字形。 

或一切法離因故，現訶成 ha 字形。 

秘密主！隨入此等一一三昧門。秘密主！觀是乃至三十二大人相等，皆從此中

出，仰小{a、壤及#a、拏仕 5a、曩巧 na、莽亙 ma 等於一切法，自在而轉，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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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現，成就三藐三佛陀隨形好。」(音義節完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