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教簡介—
悉曇涅槃音與大空音讀法之探討(之4)
(本篇文章為上善下祥比丘所撰，未經同意，請勿引用轉載，以免犯戒。)

八、悉曇發音再略述
《悉曇藏》云：中天(竺)之音多用漢音少用吳音。南天之音多用吳音少用漢
音，北天多用漢音少用吳音。又其悉曇必須「昇低」，字母唯須同音(註：意為
自母發音要有高有低音，不要像念梵文用講話式地都用平音，像讀字母一樣)。
且出四説略示「浮沈」。三定異翻則述(註：有三種是較有定軌，有別異發音時
會特別述明)。仰(小{a─gian)等五字爲大空點(揲)。野伏 ya 等八字爲涅槃點
(揵)。此等二類以連上字之時，各成上字大空涅槃之音(註：被此二類字母所連
結的上一個字母，應都有大空點(揲)。亦述。五句八字連聲並有二種。一麁顯聲，
二耎密聲。此二各有四，一第十五章聲，二加他摩多聲，三自音成他聲，四他音
屬自聲。此二(麁顯、耎密)八聲(前四發聲類)各有三種：一喉内聲，二舌内聲，
三脣内聲。並與梵文對檢摭實。亦述。本韻大空涅槃音中並有此等三種音韻。亦
與梵文校列正文。評爲上代翻譯梵漢不定，眞言對注梵唐粗定，且引單字令知合
字，其中不同難以輒定。

九、台密悉曇發音較有細分之軌則
台密係指日本天台宗所傳之密教，以叡山延曆寺、園城寺為中心。因別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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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所傳之東寺密教（東密）
，故稱台密。最澄大師（767～822）於延曆二十三年
（804，唐貞元二十年），為深研法華一乘教義，由翻譯僧義真伴隨，與空海大
師(774～835，日本真言宗開祖)同行來華。日本天台宗係承受台、密、禪、律四
宗思想而成，其中除發展天台本宗之宗義外，以發展密教為最可觀。
台密聳宗四種連聲法，第一為自音成他音，第二為他音屬自聲，第三悉曇第
十五章，第四者加他摩多(m2t4k2 韻母)聲。此四種連聲比東密兩種連聲、聯聲法
似多出二種，其實是道理相似，唯分四種較易於初學者理解。我們所學過的先歸
納一下，依此四原則，敘述如下：

(一)悉曇十五章是大空音
第一：五句門各句門加大空音時，其字前自加本句門第五字成大空音，第一
句門等四字：丱{ka、圣{kha、忉{ga、肊{gha，第二句門等四字：伂#ca、匢
#cha、奼#ja、屾#jha，第三句門等四字： 56a、

56ha、 56a、

57ha，第

四句為：阢 nta、佒 ntha、刡 nda、呅 ndha，第五句門為：囧 mpa、妠 mpha、
岍 mba、帎 mbha 等等是。
第二：九遍口音字母本身字前要加大空音時，只能加第一句門的第五字母小
{a 字，即形成佞{ya、定{ra、恨{la、崁{va、氙{0a、汭{=a、犿{sa、町{ha、
芐{k=a 等九字大空音。

(二)加他摩多聲
(1)：是二合字以上借他韻母來成聲，一般有 a、i、u、e、o 等依序稱為一、
三、五、七、九等轉音，一者即 a 本音不必轉，三轉音者即轉成 i 韻母，五轉音
者即轉成 u，七轉音者即轉成 e，九轉音者即轉成 o，其他二 2、四 1、六 9、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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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十 au、十一 a3、十二 a`等韻母音不能被轉。
(2)：言他摩多者、小、及、偑、巧、亙五字也，揀自摩多而得他稱，自摩
多者狣 a、玅 2、珌 i、珂 1、…等十二韻母也。此類若沒有漢字譯音，更難懂得
者，即是本韻摩多中央大珃暗字本空無仰月點，故以小仰等五字或為仰月各加當
句上四字之首各載圓點。所謂 竟小字為仰月， 占以及字為仰月、

以偑字

為仰月、 擔以巧字為仰月、 以亙字為仰月等字類。或以小、及、偑、巧、亙
等各通冠此句各上四字上頭以為仰月，即謂小仰字 竟字為仰月，及孃字等 見
字為仰月(包括偑、巧亦以見字為仰月)，亙麼字 劍字為仰月。本來自性主摩多
德，故得自名小等五字居體文中而施摩多功。非本來自性摩多，故名他摩多也。
或有人問 等字者圓點揲、半月 俱小等字耶？答：依東寺傳則珃、几(空義)兩
字小等五字皆成圓點揲，複成半月 。故非現所說之義，如此則加他摩多之說不
立。若依安然大師意則有二義：一者云，小等五字皆成圓點揲，複成半月 。所
以者何？《理趣釋經》釋： 字空點云，其頭上有圓點半月，即謂麼亙字已上(註：
吽宜讀成 houa3，發 a3 時因是阿 a 音故要低沉而發)。這樣講安然大師違反
此理嗎？測知，兩點(揲、 )俱一字所成也。另一義云，圓點珃字、仰月小字等
也。《悉曇藏》四云，其 吽字等頂上仰月此是亙麼字之省而非摩多之點。今加
仰月令戴圓點，表是心之義。云大空義，亦釋云重空義，即謂空中之空義，故云
大空，亦云重空。何以故？因珃阿字圓點本名空點，亙麼字仰月點亦明空點，兩
空相重故云重空，故云大空。《悉曇藏》三云， 是麼亙、珃暗相加而成屬於孤
合章(悉曇第十八章)。依這兩種解釋的話，圓點、仰月應是兩字。但若是讀咒語
時，光有圓點(空點)，是不具足完善，所以圓點仰月都用屬重空、大空則善，故
猲唸吽，不如唸 吽唵，來得完善乎。

(三)麁顯軟密加他摩多之讀法如下釋，麁顯音便(讀音順者)─喉內音─莽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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亙 要讀作 ma{kia3，舌內音─曼占亙 要讀作 ma#ca3，唇內音─漫泛亙 要
讀作 mampa3。耎密音便─喉內音─力杭共 ri ham 要讀成 ri` ha3，舌內音─
蘗丹丫 gata3 要讀作 ga` ta3。唇內音─乏鍐向 va` va3。後者耎密音隱藏
仰月空點不唸 ma(a3)之音，而麁顯者即會唸出聲來。

(四)自音成他聲者─《三密抄》云：自音成他聲者其相如何？答：欲辨此連
聲者，須先知自他之異。謂數字連綿之時，上字云他，下字云自。然爲下字功使
上字呼空點、涅槃點，而亦不失自聲，是則自音能成他韻，故云自音成他聲也。
自音成他聲者，謂上下二字各呼其音名爲一體，爲下字功使上字呼空音、涅
槃音是曰相續。是則依字

十五或釋中第二所建立也。彼釋云。或異體字重之。

即連聲合呼謂悉多羅等是也，已上。此 stra 字者。上屹 sa 字本無涅槃點，而
呼悉音則屹 sa 凹 ta(sa`ta)二字相連之故，下凹 ta 字使上屹 sa 字呼入聲也(入聲
者發涅槃音`是)，是五句耎密舌内音便之連聲也。
(五)四他音屬自聲─他音屬自聲也。是則依字 十五或釋中第六所建立也。
彼文云。或兩字聯聲文形其後聲彰其前如麼盎迦炡(三合)等字似云莽迦(ma{ka}
等也。已上是則小{a 字居亙 ma 字後，故云文形其後。其音連亙 ma 字先本字
而呼之，故云聲彰其前。謂亙 ma 終狣 a 韻與小{a 盎始聲狣 a 全同故，下狣 a
連上狣 a 擧體全收一音合呼。小{a 盎終宇韻(yo)爲狣 a 所牽同彰其前也。此故
云爾，名之一體不絶者。上亙 ma 下小{a 全體密合一音合呼，故云一體。亙 ma
麼與小{a 盎兩音不間絶，故云不絶。一體約表，不絶約遮，而立斯名也。

九、台密山門四種連聲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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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曇藏》五云：一、第十五章聲，二加他摩多聲，三自音成他聲，四他音
屬自聲。為便於比較，今為對應東寺，先舉例說明後兩者。《悉曇連聲傳授切韻
口決》云：「夫連聲者亦名聯聲也，連者連屬，聯者聯綿也，謂上下二聲聯綿不
絕相屬呼之。第一，自音成他者，數字連屬之時，上字為他，下字為自，下字之
功，使上字呼空點、涅槃點而亦不失自聲，是則自音能成他韻故，云自音成他聲，
即依字記十五或釋中第二所建立也。但此一種與東寺二體相續全同，故不煩復圖
示。第二，他音屬自聲者，此連聲論沒上沒下(謂沉沒之沒，意為字不唸音)。沒
上之時，上字為他，下字為自。沒下之時，上字為自，下字為他。他聲屬自，不
讀他音，故名他音屬自。依兩點音，而分麁顯耎密。同前。或有不帶兩點之音，
不論顯密，但能沒所沒，口處相當，謂之穩便。相乖則不穩便，三內分別，或據
能沒自字或約二點之音。餘三種之外，一切連聲皆攝此中。東寺一體不絕，似今
沒下之一分乎。義門不同可見。」云云。
因台密─自音成他聲與他音屬自聲理論一樣，故如上次文章所介紹者，在此
不重述。只舉麁顯耎密沒上沒下字音不讀之例。

(一)麁顯耎密沒上沒下總表
喉內音─
麁顯，穩便，沒下─成 hayta，讀 hata 或 kata(漢譯音─覺多)，沒下字 ya
不唸。
麁顯，不穩便，沒下─邟 k4，只有讀 ki，下字玹 4 則不唸，是為沒下，沒下
字不讀。

舌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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麁顯，穩便，沒上─渮 j#a，僅讀#a，ji 不讀(漢譯音─若)，沒上字 ja 不唸。
麁顯，不穩便，沒下─屹淦 sabhme，只有讀 samme(漢譯音─三迷)，bha
則不唸，是為沒下。

唇內音─
耎密，不穩便，沒下─帆茆 sibla，讀 simla(漢譯音─震羅)，沒下字 ba 不
唸。
耎密，不穩便，沒下─盲 pra，只有讀 pan(漢譯音─般)，ra 則不唸，是為
沒下。Pra 之所以唸成 pan 是 pa 後加空音 n 之故。
討論：
(1) 屹薩湱嚩

社若，本應唸成 sarva ja#a，但悉曇音會直唸成薩嚩若 sa`

va #a。
(2) 渨 pra 鉢羅

j#a 若，會直唸成般若 pan #a。

(3) 上二例，帆 si 若據能沒自字，舌內連聲，今據兩點之音，而屬舌內。
渨 pra 字則剛好相反。
(二)第三─十五章聲者，《悉曇連聲傳授切韻口決》云：「盎迦(丱{ka) 章
字，以連上字，即呼上字如空點。此盎加等字頭小，若是讀 kiang 時，是為大空
點音故也。麁顯局加空點，耎密局加涅槃點。所以爾者，小 giang、及 jiang、偑
5ang(7ang)、巧 nang、亙 mam 等五字之外，無連聲字故也。與前他音屬自大
同，但局盎迦章字為異。東寺將此攝於一體不絕，彼此開合，無有所妨。」
(1)第十五章連聲舉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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麁顯─
喉內音─
穩便─亙丱 ma{ka(漢譯音─莽迦)，讀成 ma{ka 或 ma{ kya，亙 ma 本
唇內音，加上空點後轉成喉內音，ka 是為喉內音，故成穩便。
不穩便─冰妠 rumpha(漢譯音─漊頗)，讀成 ru ampha，ru 舌內音，加
空點後轉成唇內音，故成不穩便。

舌內音─
穩便─民 pha 56a(漢譯音─滂吒)，讀成 pha 56a，民 pha 本是唇內音，
加上空點 an 後轉成舌內音，6a 是為舌內音，故稱為穩便。
不穩便─先舐 ramva(漢譯音─濫嚩)，讀成 ram va，ra 是舌內音，加空
點後轉成唇內音 am，va 還是唇內音，故總是不穩便。

唇內音─
穩便─成妠 ha mpha(漢譯音─滼波)，讀成 hampha，ha 本喉內音，加
上空音 am 後轉成唇內音，pha 本是唇內音，故稱穩便。
不穩便─屹琲 sa nta(漢譯音─三多)，讀成 san anta，sa 本舌內音，加
空點 an 後轉成喉舌內音，雖 ta 本為舌內音，前音讀成 an，故成不穩便。

耎密─
喉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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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便─屹丱 sa {ka(漢譯音─索迦)，讀成 sa` {ka，屹 sa 本舌內音，加
上涅槃後轉成喉內音，後接{ka 是為喉內音，故稱為穩便。
不穩便─伏妠 ya mpha(漢譯音─藥頗)，讀成 ya` ampha，ya`喉內音，
加空點後轉成唇內音 am、pha 都是唇音，故成不穩便。

舌內音─
穩便─屹阢 sa nta(漢譯音─薩多)，讀成 sa` anta，屹 sa 本舌內音，sa`
轉成喉內音，加上本有空音後轉成舌內音 an，後接 ta 是為舌內音，故稱為
穩便。
不穩便─一忐 ka {ya(漢譯音─祮野)，讀成 ka` {ya，ka`是喉內音，加
空點後轉成{是為喉內音，但 ya 是舌唇內音，故還是不穩便。

唇內音─
穩便─末妠 po mpha(漢譯音─法頗)，讀成 po ampha，末 pa 本是舌內
音，a3 空音轉成唇內音，然後接 pha 是為唇內音，故稱為穩便。
不穩便─丁 ki 56ha(漢譯音─汲佗)，讀成 ki a5tha，ki 是喉顎內音，加
空點後轉成 a5 是為喉內音，但後接 6ha 是舌內音，故還是不穩便。

(三)第四─加他摩多聲者，《悉曇連聲傳授切韻口決》云：「山門立義，
圓點珃字，本來主摩多德，故名本韻摩多。仰月小 giang、及 jiang、偑
5ang(7ang)、巧 nang、亙 mam 五字異形，非本韻摩多，名為他摩多，本韻
摩多，加他摩多，則與諸字能為通聲，故立此為連聲也。所以爾者，重加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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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點，仰月 之字為下，其他諸字為上，上下連續，則圓點仰月二空相共，
而發聲故，其聲高大，故能為鄰次上字通聲。譬如此寺鐘鼓，其聲高大故，
能通鄰寺。是依字記十五，或釋中第九仰月所建立也。是亦麁顯局空點，耎
密局涅槃。」
(1) 加他摩多聲連聲舉例
《悉曇連聲傳授切韻口決》云：「然此加他摩多不穩便有二：一者二字
連呼時，下字則據本字定三內音(喉、舌、唇內音)，而與上字空點三內之音，
論不便音。二者二字連呼時，下字據空點音定三內音，而與上字空涅槃點三
內之音，論不便音。若東寺傳珃暗、几佉二字，小仰(小 giang、及 jiang、偑
5ang(7ang)、巧 nang、亙 mam)等五字，共皆成圓點(干、尺、 、戊、伐)。
復成半月(

、 、 、 、 )。圓、半，但是一種空點。不別設此連聲，攝

在一體不絕中也。相承本異，不可和會。」

麁顯─
喉內音─
穩便─亙 makia{(漢譯音─莽竟)，讀成 ma{ kiya{，ma{結尾是喉内
音，kia{亦是喉內音結尾，故稱為穩便。
不穩便─弋 ca{ jiya{(漢譯音─桑壤)，讀成 sa{ jiya{，sa 與 ji 是為舌
內音，而轉成空音後，兩字都帶有喉內空音，是為不穩便。

舌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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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便─亙 maca#(漢譯音─曼占)，讀成 ma# ciya#，ma#結尾是舌内音，
ciya#亦是舌內音結尾，故稱為穩便。
不穩便─才 cim pam(漢譯音─震半)，讀成 cim pam，ci 是為舌內音，
而轉成空音後結尾 m 與後接字 pam，兩字(m、pam)連音都帶有唇內音，是
為不穩便。

唇內音─
穩便─亙 mapam(漢譯音─漫 )，讀成 mam pam，mam 結尾是唇内
音，後接字 pam 亦是唇內音，故稱為穩便。
不穩便─在 0am kham(漢譯音─苫欠)，讀成 0am kham，0am 之 0a
是舌唇內音，而轉成空音後結尾 m 亦為唇內音，而後接字 kham，是喉內音，
此兩字連音不在同一位置，前者舌唇內音，後者喉內音，是為不穩便。

耎密─
喉內音─
穩便─刎

ro ha{(漢譯音─力杭)，讀成 rio` ha{，ro 加涅槃點後讀成

rio`，結尾是`喉內音，ha{結尾是喉内音，兩字連音都是喉內音，故稱為穩
便。
不穩便─乃 ku sha{(漢譯音─屈商)，讀成 ku` sha{，ku 加`涅槃點後
成 ku`，結尾`是為喉內音，而下字連音是舌內音，兩字連音還是在不同部位
發音，是為不穩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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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內音─
穩便─丫 ga tan(漢譯音─蘗丹)，讀成 ga` tan，ga 是喉內音，`結尾是
促音，可以順利轉成 tan 舌內音，故稱為穩便。故知耎密發音要發促音時(漢
註入聲)，可以在不同發音位置促停，然後轉發音位置成為音便。
不穩便─珌

i bam(漢譯音─郁 )，讀成 i` bam，i`i 是為舌喉內音，

而後字 bam 連音為唇內音，兩字連音後在不同位置發音，是為不穩便。

唇內音─
穩便─生 ba bam(漢譯音─乏鑁)，讀成 ba` bam，ba`結尾是喉内音，
亦可讀成促音。後接字 bam 是唇內音，此時 ba`轉成 ba`u，u 為唇內韻母
聲，如此則可稱為穩便。
不穩便─圩 0u lam(漢譯音─秫藍)，讀成 0u` lam，0u`之`唸成促音
時，後接字 lam，是舌內音，此兩字連音不在同一位置，前者喉內音，後者
舌內音，是為不穩便。(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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