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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簡介— 

悉曇涅槃音與大空音讀法之探討(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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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悉曇咒語讀法要能得古人之心髓，還是要下很大之功夫，非僅懂得梵語

sanskrit 者即能讀悉曇咒語，此理已明白闡述於前述諸文章中。本文要介紹的更

難理解的悉曇獨秘讀法，就是所謂是悉曇涅槃音與大空音讀法，此涉及前提過的

麁顯耎密音。 

到現在我們已學習到了初步悉曇讀音秘訣：(1)悉曇十五章，(2)加他摩多(母

音)聲，(3)自音成他聲，(4)他音屬自聲。(5)還有一些有規則與沒規則的轉音技巧

發音。第五點讀音有規則的是已成慣例的，可以依例而讀(漢譯音)，即合乎悉曇

音所要求，如 sattva 即讀成 satuva，t 先借 v 的音來讀，但只能借母音，所以 v

之始音為 u，即被借去讀二合字初一字母母音聲 u。另那些沒規則，則是會依發

音抝音而轉音，轉讀成易讀的音，此部份雖沒有專文討論，但本人依古德漢譯音

註，已標列出讀法。從古德漢譯音中，即能了知被轉成何讀音，所以在發表法爾

咒語悉曇音譜時，都已明白表示出來其真正悉曇轉讀音，由悉曇音譜表等資料，

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某些字音已被轉音過了。 

例如大悲咒裡頭的 avalokite0var2ya，古漢譯音為阿婆盧羯帝爍鉢囉，要

讀作 avalokite0ipar2ya，觀此句兩個較特殊的讀音是 0i 爍(閃爍古漢音為

sham0i)，va「嚩」讀成「鉢」，前有 0i 音聲，而後字 va 本來是合尖嘴唇發 u

音再轉發 a 低沉根本音成遍口音聲，這樣就很難發音，所以從合尖嘴唇改成單純

的唇部位置起音，即發成 pua 鉢(托鉢古漢音讀為 tu pua)，0ipua 之 pua 顯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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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ua，而後面之 r2 又是長音，所以 pua 應讀短音就有點像 pa 的音聲，有些古

德甘脆即翻成「皤 pa」，所以整句就讀成阿婆盧羯帝「爍鉢囉」，不是讀「舍

嚩囉」shavar2ya。由此可以知悉咒語悉曇之讀音，不從漢字譯音下手，是讀

不出古聖大德真正的咒音的，用 sanskrit 讀咒語者應該自省一下，不要以訛傳

訛，徒造業端。 

觀過去研習所得到的概念，可能大家已忘記了，在此簡單再復習一下，要讀

好悉曇咒語，除要懂得： 

(1) 五句五處發音─喉音、顎音、舌中音、喉聲斷音、唇音等五句門，

及九遍口音等外，還要注意到韻母(母音)、聲母(子音)之男聲、女聲音、非男

非女聲音(鼻音中音)。若您是從頭開始學習本法爾網站的〈密教悉曇〉欄內

各篇文章，您對於這些應已有初步概念，也可以準確地把正常不被變化的悉

曇咒語唸得準確對音了，如一 ka、丫 ga，弋 ca、介 ja，巴 6a、毛 7a，凹

ta、叨 da，扔 pa、生 ba 等五句門之第一、三字，第一字是女聲音，第三字

是男聲音，女聲音當以清亮高亢喉頭上部發音，男聲音者要從喉深部發低沉

音，所有梵字以 a 結尾的都要發低沉男聲音。五句門的二、四字氣音 h 一對

中，几 kha、千 gha，云 cha、刈 jha， 6ha、丙 7ha，卉 tha、 dha，民

pha、矛 bha 等，前一字(此句第二字)是女聲音，後一字(此句第四字)是男聲

音，除各發男低沉聲音外，還要再先加上 h 發氣音。第三部份是非男非女聲，

第一句第五字的小{a(gan)、第二句第五字的及#a(jan)、第三句第五字的偑

5a(5an)、第四句第五字的巧 na(nan)、第五句第五字的亙 ma(man)。此五

字若不註大空音時，不必轉鼻音，只發中音、不男不女聲音結尾即可，發聲

處於男生約於喉結處，以 n 收尾。若是大空音、重空音時(依漢譯音可知悉)，

要轉成鼻音或有轉第三轉韻母音，如第一、二句門大空音。第一句第五字的

小{a(gianŋ)、第二句第五字的及#a(jianŋ)、第三句第五字的偑 5a(5anŋ)、第

四句第五字的巧 na(nanŋ)、第五句第五字的亙 ma(man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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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遍口九音─伏 ya、先 ra、匡 la、向 va、在 0a、好=a、屹 sa、成

ha、朽 k=a 等九字遍口音，依發音始音時舌所擺位置處，來決定發何聲音，

發男聲音有先 ra、匡 la、在 0a、好=a、屹 sa、朽 k=a，發女聲音者有成 ha，

本來發女聲音的伏 ya 、向 va 二字，受嘴唇所影響，形成發中音停止。 

(3) 韻母十二音─狣 a、玅 2、珌 i、珂 1、珈 u、珅 9、珫 e、玿 ai、珇

o、玾 au、珃 a3、珆 a`等十二韻母聲，除阿狣字是宇宙根本音，是根本的

男聲音，此字衍生玅 2、珃 a3、珆 a`等三字合為四字一組都是男聲音。另

外八個韻母珌 i、珂 1、珈 u、珅 9、珫 e、玿 ai、珇 o、玾 au 等，原為都是

女聲音，依嘴唇的擺放位置，將珈 u、珅 9、珇 o、玾 au 四字韻母，初由女

聲音轉成中音，故放中音裡。另外，四別摩多(m2t4k2)4、}、8、p 等四都是女

聲韻母。 

以上是復習前述五十字母的讀法，讓大家再回憶一下，若初學者要從悉曇網

文中看盡所有文章，才能了解悉曇讀音初步全貌。本文主要是介紹較難理解的麤

顯軟密音、大空音、涅槃音讀法，這部份才是悉曇的精髓，古德留下來的悉曇驚

奇遺產，希望本文能剖析祂們若隱若現所隱藏的秘密。 

 

二、認識麁顯耎密之意義 

先來認識一下，何謂麁顯耎密秘密義？這是梵語悉曇調音之秘密門，《悉曇

略記》云：麁顯者濁音，凡於梵語有麁顯聲濁音，此字若在諸字之下，其上之字

自有空點音者，可謂是麁顯音。如跋折羅 vajra，ja 者是濁音(第二句門第三字男

聲音─濁音)，所以其上自有空點#，因此要讀作 va#jira 晚日囉(漢字音譯河洛音)

也。又如真言中有旦冗 pujo，冗 jo 也是濁音，所以此句讀為 pu#jo 本祖(漢譯音)。

矨 pa51 是非男非女聲，又是大空音，故亦屬濁音，所以應讀 pan51 播抳(漢譯

音)。圩佞 0u{ya 此句非濁音，而是第十五章大空音中的 ya 遍口音前加大空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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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所以圩佞 0u{ya 讀成連音時即成舜儞也(漢譯音)，以上之文是也。 

談到空點是有三空點模式─口內(喉內)空點(第一句門 ka)、舌內空點(第二、

三、四句門 ta)、唇內空點(第五句門 pa)。故真言中印伎 li{ghi，ghi 是第一句門

第四字濁音，li{ghi 楞儗(漢譯音)是屬口(喉)內空點音(第一句門喉聲音)。弋  

ca57a，7a 是第三句門濁音，弋 ca57a 就讀成散祖(漢譯音)是舌內空點音(第三

句門舌音)。匡帎 lambha，bha 是第五句門第四字濁音，所以匡帎 lambha 讀成

藍婆(漢譯音)是唇內空點音。 

若於曳一字。曳 ka{講(漢譯音)是口(喉)內大空音，曳 gan 桿(漢譯音)是舌內

大空音，曳 ham 唅(漢譯音)是唇內大空音也。曳與一 ka 同是喉內發音，所以 ha

與 ka 會互轉用，這樣比較好發音，所以 ha{發音成 ka{，han 發音成 kan，而

ham 維持不變音，因發音無衝突，此道理要理會得。 

而耎密音者，凡於梵語有耎密聲清音是，此時有耎密聲清音者，此字若在諸

字之下，其上字要看成如涅槃音，即要發耎密音。諸真言中珌猌 iccha，因猌 ccha

是清音(第二句門第二字)，所以是清音，雖然不是遍口音九字之一，但後接清音，

所以 i 要寫成 i`(讀成 ihi，此點詳下說明詞尾是`時，是要如何唸法)，因此珌猌

要唸成 i`ccha 壹車(漢譯音)。所以耎密音者，不顯而要秘密唸的音聲，稱為耎密

音。 

又如瓬畈 gacha，後一字是清音 cha，同上是第二句門第二字，所以要發耎

密音瓬畈 ga`cha，讀成 gahacha 蘗車(漢譯音)。沰=6a 此二合字第二字是清音(第

三句門第一字)，又此二合字第一字音要轉第三轉音，所以形成=i`6a，加上耎密

涅槃音，要唸成=ihi6a 瑟吒(漢譯音)。仿几 mukha，第二字母是清音 kha (第一句

門第二字)，所以仿几 mukha 要寫成仿几 mu`kha，而要唸成 muhukha 目佉(漢

譯音)，以上等文是也。 

再說涅槃點亦有三種發音，口(喉)內音、舌內音與唇內音等三。在真言中，



 

法爾禪修中心                                                 http://www.dharmazen.org 5

第二字屬清音時，三種祊祌 sa`ha 理論上形成 sahaha，但古德注唸成 soha 索

訶(漢譯音)是口(喉)內涅槃音。此處要說明一下，若把 saha 去掉後 ha5 之韻母 a

音，則成 sa`，而 a`讀成惡(漢譯音)，sa`自然讀成 so 音。另外祊凹 sata 形成

sa`ta，讀成 sahatua 薩埵(漢譯音)，是舌內涅槃音。祊挕 sapta 讀成 saha-ta(吳

音)，或 sap-ta 颯多(漢譯音)，讀吳音較合耎密涅槃音讀法，這是唇內涅槃音。 

若於一字八 ka`讀涅槃音時，八 kaha 腳(漢譯音)，屬口(喉)內發音。八 kiat

竭(漢譯音)，結尾有 t 之音，屬舌內發音。八 khiap 却(漢譯音)，結尾有 p 之音，

屬唇內發音也。 

又以棇囉字加在諸字之上，其上字要看成如有涅槃點，就要讀涅槃音。大隨

求之中，祊湱 sarva，sa 本是九遍口音之一，本要加涅槃點成 sa`，而 r此處

隱藏不唸，所以要唸成 sahava，快速唸僅成薩嚩(漢譯音) 。向勤沫達，va 也是

九遍口音之一，本要加涅槃點成 va ，̀而 r 此處隱藏不唸，所以要唸成 vahadha，

快速唸僅成沫達 (漢譯音)。砅猣 marma，第一個 ma 要加涅槃點，成 ma`，要

唸成 maha。後一字 ma 前是 r=ra，而 r 此處隱藏不唸，所以要唸成 mahama，

快速唸僅成末麼(漢譯音)。几絞 kharga，ga 前是 r=ra，是九遍口音之一，第一

個字母要加涅槃點，成 kha`，而 r 此處隱藏不唸，所以要唸成 khahaga，快速

唸僅成羯伽(漢譯音)。市蛭 nirja，ja 前是 r=ra，是九遍口音之一，要加涅槃點成 

ni`，而 r 此處隱藏不唸，所以要唸成 nihiga，快速唸僅成儞入佐(漢譯音)。已上

等文是也。 

本段 r 加五句門任何前四字之字母或九遍口音字母，就是悉曇十八章之第二

章阿勒迦章，關於悉曇十八章細論，將於本文介紹完後，才來談悉曇合成字產生

之悉曇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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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詞尾有`結尾之唸法 

詞句尾巴有`字母，除悉曇九遍口字自然含有涅槃音`，就如兆 ya`、匈 ra`、

各 la`、地 va`、妃 0a`、尖=a`、戍 sa`、有 ha`、江 k=a`等九字母。除此外，

就是上面文章中所解說的，在某些麁顯耎密音之下，即在上一字就要形成有涅槃

音，自然就要加上`之涅槃音。所謂涅槃音者，如大空音一樣，一唸到時就會自

然頓挫一下音響，就有達到聲音停止住之目的，這樣就有涅槃不動之意在。 

除上之外，就是語詞八轉音中自然有`的音出現，如歸禮諸佛菩薩之

namas，其語詞變化如下表。 

 

(1) 上表是最簡單的例子，以 nama`來說，悉曇讀音要讀成 nam ma 

ha，此處 na 借受後字 ma 之 m 音來讀成悉曇音，所以要讀作 nam(南) ma(摩) 

曷 ha。 

此處`為何會讀作 ha？在此處要讀作 ha 的理由，是因前一字韻母是 a

音，所以要讀作 ha，見下圖是 vajra 的八轉音變化，一般一個字詞會有`的結

尾之八轉音有(1)單數主格(singular、nominative)與多數主格(plural、

nominative)，如 vajra`、vajr2`，呼格(vocative)的多數 vajr2`，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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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mental)的多數，如 vajrai`，與格(dative)m3 與從格(ablative)的多數，

如 vajrebhya 。̀以上有兩種讀法，一者是`前面是 a，所以讀 ha，而二為 vajrai`

之`，則要讀 hai。 

 

從上例得知，若詞尾`前有韻母 i、u、e、o 等，則詞尾的`則要讀成 hi、hu、

he、ho 等尾音。 

 

如 sakh1 是女友之義，其單數主格(singular、nominative)為 sakh1`，此時則

要讀 sahakh1hi。 

 

又如下表 2yu 是壽命之義，其單數主格(singular、nominative)為 2yu`，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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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2yuhu。從格(ablative)、屬格(genitive)為 2yo`，此時要讀作 2yoho。 

 

 

又如下表 rayi 是資產、財富之義，其單數主格(singular、nominative)為

rayi ，̀讀作 rayihi。從格(ablative)、屬格(genitive)都為 raye ，̀此時要讀作 rayehe。 

 

理論上讀法是依此原則，但詞尾`還要看後面的字詞之連音影響，而變成無

音或轉音。如下圖 sa`與 te=a3 連音後，̀ 已不發音。又如下圖 nama` bhagavate

連音後，nama` 便成 namo bhagavate，根本不見`之音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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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詞尾`要不要發音，要看後字詞連音後，有無影響，若無影響才要依上

述原則來發音。但往往前一字韻母尾音成為後一字母始音，所以 vajra`雖讀成

vajraha，ha 好像是 ra 的音拉長音而已，咒語唸得快時，顯不出它的完全讀音。

其他 i、u、e、o 類似不贅述。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