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教簡介—
悉曇連音讀法簡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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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才正式進入悉曇連音的發音課程，前面都在講字母單文、單字之形、義及
讀法，然後學習怎麼綴字、產生梵文合字的悉曇十八章。因為所有學習密法最主要
是要學習字形、字義、字聲，這三個法若是缺一，就不是密教，其中三個之唸法是
最最重要的，因聲能遍虛空、盡法界，因為悉曇主要是跟諸佛菩薩溝通的語聲，如
果唸不對，不可能得到諸佛、菩薩祂們親自以垂跡加持身前來加持。所以很多自己
亂持咒，也沒有依照儀軌，這種人大都會發生問題。學密法也好，學顯教理唸或打
坐也好，主要都是開顯你的智慧，去除自己煩惱，到最後得到解脫法身、解脫知見
法身，這才是真正的顯密教義理，當然學得更好時，能進入密法境界中還可以渡眾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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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文悉曇咒語連音讀法，非是懂得梵語(sanskrit)的人就能讀，意思是你會講梵
文，不見得會讀悉曇連音特殊的音聲，悉曇發音之特殊音聲，才是真正的密教，目
前已經失傳了！即使是印度梵文專家來唸，也是這樣地讀一般梵音。以前曾請羅睺
囉法師來唸大悲咒，他唸的就是那個樣子，而且他還唸巴利文式的梵語，很多在 0a、
好=a、屹 sa 都唸成屹 sa 一個字，三個字分不清楚了，他說：只有屹 sa 一個字。
我說：怎麼會沒有分別，悉曇就有這三個字。但真的一查在 0a、好=a 在巴利文裡
已經被屹 sa 所取代了。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學學悉曇連音的讀法，先複習一下五句門，各句門在喉內、
舌內、唇內等五個地方發聲，你要常常看上面這張簡表格，一講到從哪裡發音，就
要想起是哪些字句門。第一句一 ka 字門，是發喉內發聲；第二句弋 ca 字門、第三
句巴 6a 字門、第四句凹 ta 字門，都是發舌內發聲，可以說是舌內、舌中、舌外等
三處分別發聲；第五句扔 pa 字門是唇內發音。所以五句總共分成三個發聲之處所，
而舌內音又分成舌內、舌中、舌外，總共五句有五個發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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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句門各五個字母裡，又分女聲音、男聲音、非男非女聲。如果是二合、三合、
四合字、…，還會借他母音來讀，碰到後面連接的字發音時，舌頭會打結不好唸時，
就要轉借音，所以這些都是很複雜的連音讀法。如果學過悉曇、學過漢譯音，就知
道悉曇是怎麼個唸法，當然不能說翻譯的漢譯音字絕對是對的，但起碼是密教上師
所翻譯的，比較能契入悉曇讀音的味道，這些就是基本悉曇讀音的範圍。

現在正式進入悉曇的讀音法，你們第一次看到：麁顯、耎密音‐‐‐‐‐大空音與涅
槃音讀法。這是悉曇密教裡最重要的名詞，麁顯從字面意義上看是很麁大嘛！很明
顯不必去揣摩就看得到它的存在；而耎密唸起來是很柔和，但有時又見不到，不知
道裡面藏了什麼字母？有一些字在字典裡有，但發音時就不唸出來，比如說今天唸
的「歸依一切智成就咒」裡的 sarva，只能唸 sava，也不能唸 sarava 或 sariva，如果
唸三個音就不是悉曇，沒有軟密之義在，那個 r 是隱密的，這就是耎密之義。
這兩個名詞講起來就是在指”涅槃音”與”大空音”之讀音法，涅槃音就是進入涅
槃時，有時候它是不現音的，涅槃就是表心寂靜、不執著，所以它有字不唸，或者
是要轉音，或者是怎樣變更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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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搞不清楚，有時候要頓一下才能轉音；而大空音就是麁顯的，你一看一定
有 n、有 m，或者其它五句門每個字的字母記號，或者字上面有一點菩提點揲，又
加一個仰月那是大空，把空也空掉。所以這些你都要知道它的作用，唸就要照這麼
去唸，不然搞不懂悉曇密教是什麼？學了就知道原來悉曇密教就是這麼回事。
總則包括下面四個發音的方向：

(1)悉曇十五章是異章─跟別人不一樣，又叫盎迦章(丱{ka)，用第一句門的第五
字小{a 開頭、第二句門用及#a、第三句門用偑 5a、第四句門用巧 na、第五句門用
亙 ma 在當字母之前面，如果是九遍口音不能加別的字，只能加第一句門的小{a，
這些是屬於第十五章的範圍，再複習一次。
(2)加他摩多(母音)聲─只取 m2t4k2 它前面兩音，所以稱摩多 m2ta，t 自己沒有
母音，因為它是二合字 t4 或稱 t42 三合字，但每一個字母在悉曇發音上都要唸出來，
不能像唸英文之半音(沒有母音)就用舌頭捲一下，或用什麼表示一下就發半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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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悉曇每個字都要發母音成聲，既然沒有母音要怎麼發呢？那就要看前面有沒有打
結或抝口，如果有就要轉第三轉音、第五轉音、、、，如果沒有就依它前面的或依
它後面的母音來讀，因為要唸得順就要借用它的母音來發聲，所以悉曇合字每個字
母都要唸出聲來。
(3)自音成他聲─就是自己的字母被別 字拿去用，變成他的音聲，比如像
samanta（普遍十方）只有 sa 怎麼唸做 sam？就是借後面的音 m 來唸，本來只有
簡單的 sa，但是它要接後面的唇內音，所以會唸做 sam 來接它的唇內音 ma，然後
它本身也有唇音 ma，後又是舌內空音 n，就要這麼唸 sam man ta，意思是普遍的、
一切的，這就是標準借它的音來成為自己的聲音，所以如果不懂悉曇讀音法的話，
那個人就只有翻成 sa 的音，那一定是娑，這樣就不是唸悉曇音聲了。
(4)他音屬自聲─意思是別人的音但也成為自己的聲音，(3) (4)這兩個是差不
多，ma 這聲音是別人的，但可以拿來前面唸叫 man，自己的空音接上就會唸在一
起，當然唸空音 an 的話要唸成 ma an，像這一類的，這個 an 被 ma 借去用，然後
別人的聲音變成自己的聲音 ma an。或是後面字是菩提點揲，am 就會被前面的字
母拿去用，前面那個字就會加 am 的聲音，後面這一字也是要發有 am 之聲音，如
7akam，就要唸成 7amkam，這是 7a 借後 am 之韻母來發音。此兩種意思是一樣
的，就是找別人的音來變成自己的發音。
還有一些有規則與沒規則的轉音技巧的發音，這個就很難去拿捏了，有人喜歡
這麼唸，有人喜歡那麼唸，只要唸得很順口，不違背發音原則，應該都是被允許的，
所以翻譯就有很多種，沒有絕對的對或不對。

有規則悉曇讀音，此點似有點規則可尋的，因為已經成為一種慣例了，比如說
stri，你不借它的 i 來唸就不好唸，唸 sitari 不好唸，唸成 satari 還好點，但它最好
借它全部的音來唸 sitiri。這有沒有規則，雖然大部分似有規則，因為它後面是 i，所
以要借 i 來唸，舌內音才不會跳那麼遠來唸。如果 i 是第②位置，又如 a 那是第①
位置，a→i 互移動還好，但如果男低沉聲 a 要提高到 i 音要轉幾折，低沉 a 聲→中
間 a 聲→到 i②位置要轉三折，所以唸 sitari 就不好唸，唸 sitiri 就很順快，這就是所
謂的悉曇讀音技巧。雖然古德沒有正式翻的咒語漢譯音，你看多了也可以知道要這
麼唸才合理，何況他們有用漢譯音來表示，那應該是八九不離十的。所以你可以依
漢譯音而讀，那就合乎悉曇發音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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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像某些網站，說是好心給大家資訊，其實都是害人家讀錯誤的咒語，所以
之前我們老同學在學悉曇第一、第二次的時候，那時我就想把字母上網，護法神菩
薩就不給我們上網，他沒有說清楚講明白這種東西會害死人，所以不能上網。那時
是 2007 年十二月左右，因為他們第一期字母班十月開課，比你們學得久一點，當
然要仔細講也可以講很久，後來延到 2008 年七月左右才上網介紹讀音。所以某些
人心地是很好，但要知道你所講的法是對不對，如果不對就是造業，會害死別人。
所以大家都跟著哪個網站學，哪個網站是怎樣，你要小心翼翼的去鑑別！
有善因緣可以接觸到法爾網站從頭學起，能把咒語悉曇讀音法學會了，再來學
手印，再來學密教儀軌，再來學其它一些義理，當然義理多少要懂，全部學完了，
才拿咒語來誦持的話，就可以照著儀軌走，就能很有把握的把密教功課做好。
前幾天，有一個美國的同學說：我的朋友要學無量壽佛如來根本咒語，因為唸
我們的大悲咒很好，非常有 power。我說：你所謂 power 是什麼意思？後來他回信
說：讀了心很詳和、安定，比較不會煩惱。我說：這樣就對了！如果 power 是覺得
氣很旺，然後又是見光，又是見到什麼異像啦！那這問題可大了。我跟她講我們的
大悲咒不是很成熟，有些還是需要校正，我親自去校正，每個字去校正，現在進展
到稱觀世音菩薩佛號，這是第七段校正，再下來才要進去本咒校正，如果完成了你
就可以好好的弘揚此大悲咒了。那你們剛好已學會悉曇發音，可以藉機好好發揮一
下，就會唸得很標準的，所以學悉曇讀音是非常重要。

再來這張悉曇發音表要常常記得，剛剛說明的五部位在哪裡發音？這兩行是讀
音的位置，下面一行是發音的部位(綠色框)，上面一行(紅色框)是配合發音動到的舌
與口器官，像 ka、kha，你發這個音，牙齒要不要動到？前面是牙，後面是齒，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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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動就要張開，這就是表每一個動到的部位，這樣每一個男女音，或者非男非女音，
或者九遍口音，你都要發的很正確。告訴過你們發九遍口音最後的 a 嘴巴喉基部都
要張開，不管它是哪裡發音，成 ha、伏 ya、先 ra、、、動到嘴唇、舌頭、牙齒，
不論動到什麼位置，最後 a 的音都是要表現出來，喉嚨基部自然張開發低沉 a 音。
a 音是宇宙根本音，這些男女聲韻母，韻母來講只有狣 a 是基本的，衍生出三個玅
2、珃 aj、珆 a`，這都屬於狣 a 字母，再衍生出八個女聲音，女聲音是喉嚨上部(嘴
巴)的發音，你能夠會這樣轉，從喉嚨低沉到中間再轉到珌 i、再轉到珈 u、再轉到
珫 e、或者再轉到唇音扔 pa，要這麼唸，你們用心一點的話，女孩子的喉嚨、舌頭
比較靈光，如果能依我講的道理，不厭其煩的把它唸得準確，唸的原則對的話，你
發的音就會很正確，每個咒持下來就非常安祥舒服，才能得利。所以這兩張表隨時
要記注，不管哪個時候都要回想到，當然字母要記得住。
五句門發音複習(1)：

如一 ka、丫 ga，弋 ca、介 ja，巴 6a、毛 7a，凹 ta、叨 da，扔 pa、生 ba 等
五句門的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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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部發低沉音，所有梵字以 a 結尾的都要發低沉
男聲音。五句門的二、四字有 h 的氣音，如果男聲音要往喉嚨吸氣內送再 ha 送氣
出去，把 ha 音往外送，所以就多一音，這一音唸快的話就不大感覺是兩個音，練
習時慢慢的地唸 ga ha，等於是分成兩音，ga 唸一音有加 a，ha 唸一音有 a，合唸
得快的話─gha，前面的 a 快快轉過去，這樣別人就知道你是在唸有 h 的氣音 gha，
不是唸 ga。有些初級入門的書，這方面講得不清楚，要注意分辨。學悉曇以後知道
字母有 h 的氣音功用很大，可調節高低音轉折，這部分你要懂。几 kha、千 gha，
云 cha、刈 j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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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氣音，第二字是女聲氣音，第四字是男聲氣音，除各發女清柔與男低沉聲音外，
還要再先加上 h 發氣音。
五句門發音複習(2)：

第三部份是非男非女聲，就是每一句的第五個字，第一句第五字一般它不轉空
音的話會唸小{a(gan)，就是男聲音的 ga 開頭，所以要懂得第五字都是跟第三字的
男聲音有關；第二句第五字及#a(jan)；第三句第五字偑 5a(5an)，7an 為什麼會變
5an 呢？到後面鼻音轉重 7an 很近於 5an，我要告訴你源頭是 7an，這跟第一、第
二句比較不一樣，第三句舌頭要捲高；第四句第五字舌頭平放巧 na(nan)，還是從
dan 而來；第五句第五字亙 ma(man)。
此五字門若不註大空音時，不必轉鼻音，只發中音、不男不女聲音結尾即可，
就簡單唸小{a，發聲處於男生約於喉結處，以 n 收尾。如果轉音的話，空音就會很
重 giang。若是大空音、重空音時，不見得有記號，但它會用漢字翻譯(依漢譯音)，
其實一定要有菩提點，然後仰月點這兩個點，菩提就是中道，對一切法不執著的心，
把一切空相空掉是謂兩重空，所以叫重空或大空；如果光是一個菩提點(或涅槃點)，
就是只有一個空，如果空點有仰月下去，不是作好看的，莊嚴而已，它的意思就是
連空也要空掉，不要執著於空的意思，怎麼知道它是空音或大空音呢？要依漢譯音
來唸，如果漢譯音直接翻很簡單的＂那＂，na 那就是 na 普通音，如果 ma 翻成 mang
莽。
空音裡面就有三音，三個地方發音，你會發什麼音？一個盎 a{、一個安 an、
一個庵 am 這三個音，所以五句三處發音，盎{是第一句，安 an 是二、三、四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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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 am 是第五句。所以如果一個字翻寫這樣伐忙的話，就一定要唸成 mang 忙或著
是草莽的莽，如果這麼寫莽的話，你就知道它在講重空，如果簡單寫＂麼＂或著＂
摩＂，這有可能是 ma 或 mah，這些音都要依漢字來決定到底要發什麼音？它是什
麼意思？你要慢慢理解它所包含的發音意思。當然開頭你沒有辦法理解，我們沒有
辦法上那麼多課，把每個字都拿來研究，它裡面是怎麼變化的。
像前幾次我們在上金剛經，要得金剛經的中道實相觀，世尊就講了幾個簡單的
種子字，我們看兩個種子字都一樣，曳怎麼看都一樣，這個讀 ham 沒錯吧！但是它
翻成憾 ha3，一個翻唅 ga3(ka3)。在台北上過課的同學都知道，這唅 gam 是第一
句，這個 ham 憾是遍口音，同樣的曳字呀！再怎麼查字典中古音，這兩個字讀音都
一樣 ham，ham 問題在這裡，這個唅 k2m、g23 它會轉音，光看悉曇字曳都一樣，
但要怎麼讀，就從漢字去判斷，這個憾 ham，沒有變音。h 跟 k 為什麼會互變？以
前講過它都是第一句門而且都是女聲音，所以這兩個會互相轉用。第一句第五字要
轉成鼻音或有轉第三轉韻母音，如第一句門小{a(gianŋ)、第二句門及#a(jianŋ)大空
音，所以要看它漢字是怎麼翻譯的。
第 一 句 第 五 字 小 {a(gianŋ) 、 第 二 句 第 五 字 及 #a(jianŋ) 、 第 三 句 第 五 字 偑
5a(5anŋ)、第四句第五字巧 na(nanŋ)、第五句第五字亙 ma(manŋ)。所以看它漢字
注音就知道它是空音還是大空音，來決定它的唸法。

九遍口發音複習：

遍口九音─伏 ya、先 ra、匡 la、向 va、在 0a、好=a、屹 sa、成 ha、朽 k=a
唸二合字的話乞灑，=a 前面要加涅槃點，ki=a 唸不快，ki 的音要頓一下，=a 舌頭
要捲起來，正確的唸為什麼唸不快？馬上連結去唸，它舌頭來不及捲到第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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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然就會隨便唸，所以中間要加涅槃音 ki` =a ，或發一音叉就好了。 九字遍口音，
依發音始音時舌頭所擺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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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動到整個嘴唇，發真正女聲音有點困難，所以放在中音發，這樣唸得比較自在一點。

十六韻母發音複習：剛剛那個總表韻母十二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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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跟本音之間
的關係，從本音起音，a 拉高一點再轉，古代沒有像現在這樣唸，現在人連動舌頭
也懶，以前如果 ki 的話，要唸 ka a i 自然就會唸這個音 kai，不是現在節省就唸 ki，
kai 跟 ki 差多少？差十萬八千里，一個有 a 的音一個沒 a 的音，現在都這麼唸 ki。
像 ko→ka a u 每個字都要唸出來，你們如果有看悉曇資訊網，其唸法就是這樣子唸，
這是最古老的唸法，把原音每個字唸出來，所以你會覺得很奇怪，她怎麼唸得 ka a
u、kau i、…，因為舌頭很溜才有辦法唸，這唸法沒有錯，但現在的人連唸 ki 都嫌
太麻煩，何況要唸好幾音─ka ai、ka au，但是我們要懂得道理，久遠過去是這樣
子唸的，所以古早除 a、2 外，沒有所謂什麼其他長音的韻母，母音哪有什麼多長
音？只有 a 有長音 2，其它韻母就是 i u e o 兒已，我們剛開始學的時候，要能知道
語言演變的歷史。就是日本語韻母也是 a i u e o 五音，ka ki ku ke ko，sa si su se
so，都用五音配，這裡悉曇多一音（2）有六音。
後來到西元五、六百年的時候，這些 i u e o 的長音陸陸續續出現，這就是當時
的人已不懂得悉曇發音法，不懂涅槃音，聽到虛空中有天神在唸，他們不知道中間
怎麼唸，像剛剛講的朽 k=a，不會唸的話，聽起來就把 ki 加長音 k1=a，其實它的長
音 k1 就是 ki`，因為`沒發聲要停頓聽起來就像長音，有興趣者可查字典，只要看到
韻母畫長音的羅馬字母就知道它一定有涅槃音在裡面，這樣你就可以學到很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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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等一下你再看悉曇涅槃音的原則來對一對。因為最古老的年代沒有文字，聽你
怎麼讀就照著讀、背誦，世尊示現時就有簡易文字，六音韻母。到西元五、六百年
的時候，各韻母就有長音，有涅槃音時就唸這麼長音！所以這`標漢字入聲處，一
定都是長音，每本字典也都變成加長音記號，所有九遍口音前面字原則上要加涅槃
音的，這樣就都要變成加長音了。你可以研究現在的字典長音是怎麼來的，知道了
就沒什麼稀奇的。

除阿狣字是宇宙根本音，是根本的男生聲音，此字衍生玅 2、珃 a3、珆 a`等
三字合為四字一組都是男聲音。像 這個毘盧遮那如來種子字有揲、再加揈、也有
揵、再加一個長音 2、再加一個 u 等點畫， 這是毘盧遮那佛的種子字，高到五個
點畫全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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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音把它降低一點轉成中音，故放中音裡。因為珇 o、珈 u 不可能像一 ka、弋 ca
那麼高亢，珌 i、珫 e 比較高，所以珇 o、珈 u 比較低一點，你在讀的時候就要認真
去揣摩，唸差一點點的，當然都是在唸咒語，如果把細節也考慮進去，訓練自己的
嘴巴唸悉曇音聲，慢慢唸，唸到最後就真的是在唸悉曇咒語了。
四別摩多(m2t4k2)4、}、8、p 等，為了好分別唸 4i、}i、8u、pu ，這兩個字唸起
來都很相像，因為中天音、南天音唸法不一樣，但好在他們現在已經只剩一個音，
悉曇綴字第十六章紇哩章連結字，還記得嗎？這四個別摩多都以揰連接上字，揰其
實真正代表的字就是這個字玵 8，後來慢慢演變，到最後變成 4i 的音，古代 4i、8i 都
一樣，如果你不彈舌兩個音一樣，如果你要彈舌發 8i 的音捲舌頭彈不起來，後來才
用 4i 彈舌。古代悉曇沒有彈舌，不要說什麼只要有口字邊就要彈舌，我看過所有日
本有關悉曇的文章，也沒有講到彈舌的問題。
咒語裡有時候註明要彈舌，彈舌有兩個，舌頭捲高到第③位置再彈出去，這是
讀第三句音的一種彈舌，像第③位置它在翻譯的時後告訴你要彈舌，不是說 4i 4i 4i
4i、4u 4u 4u 4u 那種彈舌，這是後來才有的。義淨大師翻譯的《佛頂尊勝陀羅尼》，
有五、六個地方要彈舌，祂是會跟你註明，那是真正彈舌的音 4，4 的音才能彈舌。
你看法爾悉曇網站文章，我有講為什麼 4 或 ri 才能彈舌，因為舌頭平放在第④位置，
很容易彈它，其他位置①②③⑤都不好彈舌，所以只有第④位置的音才可以彈舌，
道理就在這裡，懂得發音就知道此音能不能彈舌，不是每個字都要彈，如果聽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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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不必懂意思只要有 4、ri 就要彈舌，但不好的意思彈它做什麼！有些人沒有整體概
唸，講的話會害人就是這樣，以上四個都是女生韻母。

現在進入正題，悉曇梵咒讀音的再現，你要讓它再現，不要讓它再見，已經失
去一千多年了！你要跟人家談悉曇，包括有些日本留學回來的，我很想請教他們怎
麼唸。有些人把咒語放在網站上，大家會去追逐，其實這是不對的，要懂得密法那
是很嚴肅的問題，怎麼可以隨便傳播呢！不是每個人都可以任意學。所以無知的人
就常常寫信來問：手印怎麼結？咒語怎麼唸？咒語還無所謂，連手印都在空中傳，
那不是開玩笑嗎？雖然這些人居住的很遠，當然沒辦法，你的因緣就是這樣。
悉曇讀音已失傳，近代人讀梵語，僅知用一般英文語音去讀，你要轉音、加音、
或其他借音，已經沒這一套讀法了，讀咒語以為就像講英文一樣。所有悉曇讀音都
是隱藏於漢譯音中，現在梵莢都被燒掉了，在印度也是一樣，阿拉伯回教徒入侵印
度時，那蘭陀大學圖書館燒了六個月，所有的圖書都被燒光。傳到中國來的梵咒，
也被三個英勇的皇帝燒掉，命運就是這樣，好在有傳到日本，才能保存到現在，我
們才能看到，所以它怎麼讀就只有看漢譯音才知道了。
台北的同學為什麼天天在翻中古音、什麼河洛音、江浙音、或者是吳音，都是
為了要回歸到原來的漢譯音。這個翻譯大師喜歡用什麼漢譯音，一個個去揣摩有沒
有這個字，如果一個字很難找，最後終於被你找到了，好高興喔！以前不知道怎麼
讀，如 m2bhadadau…等，一些比較難的字，只是當時沒字典、工具，現在都有了。
這幾天很奇怪，那個英文網站上不去，拜託它不要關掉，那個英文網站可以找到很
多字，大概有三十幾萬字，從九月初停到現在，可能是更新或換機器，關掉的話我
們查字典的功力就會大減。所以你要慢慢去熟悉漢譯音。例如無量壽如來根本咒，
網友在網路上用現在的中國字來發問，這麼寫我看了都頭痛，他把咒語翻成現在的
語言，等於讓我們摸瞎。

像網上有人問，嘎、嘎、嘎、嘎、…，怎麼唸？這也考倒我們了，看到這個我
就不想看了，因為我們看慣了正式的古代漢譯字發音，可以知道大略這個字是什麼
梵字，是什麼意思，他寫的那個音根本差很多，有時候不懂然後亂拼寫，抓那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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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巴或什麼音都出來了，當然可以 try 他在講什麼，但這個不究竟。你們不要看
現在的語言去學，要從最原始漢譯音裡面認真學，才知道轉大空音、涅槃音、或者
什麼音。因為現在這些人都以羅馬字造出它的音，這樣不是跟讀一般的梵語一樣嗎？
那不是在讀悉曇。要學習悉曇持誦法規則，才能尋找出此字詞是否有誤，因為一個
咒如果前面、後面兩個字找出來不相關，那就表示找的字不對，雖然漢字音很像，
但就不是那個意思，如果找出來沒有錯誤，知道悉曇讀法的規則，你就可以依這規
則順利的持誦，就不會錯誤。如果它用涅槃音就知道頓一下變長音就可以轉下來或
提上來，如果它是很明顯大空音的話，有時字典會直接寫出來，像剛剛那個
samanta，anta 字典裡面本來就有，為什麼會有？因為字本身就直接加進去，但有
的不加進去，比如說等一下會講到，男聲音有時候前面的字會加空音，這時你會覺
得很奇怪，怎麼會出現轉音而且變鼻子音，知道原則就不稀奇，雖然字典裡找不到，
但讀音就是要轉音，若無誤後，又知道悉曇讀法規則，如此即能順利依規則持誦而
不偏失，這些規則知道就好辦了。現在將大正藏悉曇文章中部份有規則者列出，但
當然不可能全部列齊，只是盡量而已。

悉曇連聲讀音總架構：

五句、八字連聲並有二種：一麁顯聲、二耎密聲。五句、八字（八字是拿掉朽
k=a）連聲都有二種：五句有麁顯聲、耎密聲；八字也有麁顯聲、耎密聲。
此二種麁顯、耎密中又各有四種。一、第十五章聲。二、加他摩多聲。三、自
音成他聲。四、他音屬自聲。剛剛你看過這四個項目了。此二八聲各有三種發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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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喉内聲 (丱{ka、佞{ya)、二舌内聲(伂#ca、

56a、阢 nta)、三脣内聲(囧 mpa、

帎 mbha)。二乘四乘三共有基本的廿四種讀法。如果 24 種再乘以 3 或乘以 8， 3
是單數、雙數、多數，它的讀法又不同。什麼是 8，就是八大詞類變化，你看總共
有多少讀法，於格、受格、與格、屬格、呼格、主格、、、八大詞類，這樣乘起來
是多少？我們講 24 種是最基本的，梵文有單、雙、多數三種，不像英文只有單數、
雙數兩種，如果再乘以詞類的轉變，那就 24×3（單、雙、多）×8（八大詞類）＝576
種讀法，當然後面這些可以忽略，因為他會給你中譯音，照它的譯音去讀就好了，
不管他變成單、雙、多數或者哪個詞格，不用擔心，作研究的人就要懂這些，不然
有時不知道他從哪裡變出來的。

悉曇麁顯耎密讀音原則：

(1)麁顯者濁音字母，濁音字母就是男聲音，每句門的第三、四字。為什麼叫麁
顯？就是易識易知，沒有隱藏的字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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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點音即空音如{ㄤ讀鼻音（加各自句門的空音{、#、5、
n、m），可謂是麁顯音。麁顯字母於後，前字母要加上大空點之音。即男聲音的前
面字母要加上空音。例如第一句{ga、{gha、第二句#ja、#jha、第三句 57a、57ha、
第四句 nda、ndha、第五句 mba、mbha，符合這原則的字典才是正確的，但現在
字典都簡化只剩下 n、m 兩個字母，其他字{、#、5 都不見了。所以以前告訴你們，
如果有小孩學英文，要教他英文 n 後面一定接 d，m 後面一定接 b，如果不是這樣，
n 接 b 或 m 接 d，就拼錯字母了。而其他字{、#、5 在英文中都不用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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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耎密者清音字母，清音字母就是清柔音、女聲音，每句門的第一、二字。須
讀柔軟或不讀隱藏。例如娑婆 sarva（一切）、蘗陛 garbhe（胎藏）…等字其中 r
的音都被隱藏，大悲咒中的婆伽 varga 亦隱藏 r 音，這些字的漢譯音都只有兩個字。
現在娑婆 sarva，有的人翻娑哩婆 sa ri va 加轉音 i，有的翻娑囉婆 sa ra va 每個字
都唸出來，這是在唸梵文，不是唸悉曇音。悉曇唸娑婆只有兩個字音，r 的音都把
它隱藏不唸，這樣就是耎密音，故意讓人不知道，讓外行的人聽不懂、不知道在唸
什麼。
凡於梵語有耎密聲清音者，此字若在諸字之下，其上字要看成如涅槃音，即要
發耎密音。什麼是涅槃音？涅槃音就是讀的時候要頓一下、停一下。像大悲咒中的
sapara bhaye 薩皤囉罰曳，sat pa` ra 中 sat pa`都有涅槃、耎密音 t、`，雖然都
隱藏不唸，但要頓一下表示出來有涅槃音。bhaye 是災難，sapara 是宗教上形容很
大、很大的數目，sapara bhaye 特別指宗教上很大的災障。在中古音上 t 跟`是一
樣的、相通的，都是涅槃音要頓一下。pa 是清音，所以前面的字 sa 要加涅槃音 sa`，
而 pa`因為 ra 九遍口音前面也要加涅槃音，這以後會講到，九遍口音有幾個字前面
要加涅槃音，如 ra、va…等，所以唸成 sat pa` ra bha ye 薩皤囉罰曳。即清柔字母
於後，前字母要加涅槃音，有軟密隱藏之勢。

五句門第五字母清濁音歸屬：

每句第五字母到底是男聲音還是女聲音？是非男非女聲，但讀時看看古大德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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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判別，
《諸法分別抄》云（日本人寫的註解）
：
「雖有此義竪論五字之時，第一清音
也，第三濁音也。第二居清濁中間。兼清濁故”等空義”專在此字。依此義故五句，
五字終第五字通具足清濁。小等五字爲大空義有之，皆衆音具足義爲大空音也。」
第二字是氣音，氣音為什麼是清濁音，因為氣音要轉音。男聲音是涅槃(定門)，
女聲音是智慧(慧門)，所以聲音轉音會降到中間，介於男聲音與女聲音的中間，所
以 h 氣音學問很大。第四字同樣道理是氣音、清濁音。第五字母是大空義，空音屬
於非男非女聲，跟氣音一樣，有時可以全部概括。以這個原則，可以發覺長音大部
份都是涅槃音。不是只有二合字，單一個字也是一樣。如小{a、及#a、偑 5a、巧
na、亙 ma 這五個字，空音前面都用長音。N2ma 是名字，ma 前面 n2 用長音，長
音有什麼意思？長音就是古悉曇之隱含有涅槃的意思，就是涅槃音。涅槃音讀時要
頓一下，頓一下就會拉長讀音。所以第五字母都具足大空音，兼清濁音。
（竪：直五字，指同一句門漢字四聲對於梵字發音是非常重要，如日照三藏《尊
勝陀羅尼注》云：
「注平上去入者從四聲法借音讀，注半音半聲讀，注二合者半上字
連聲讀，注重音者帶喉聲重讀，注長者長聲讀，注反止者從反借音讀。當知或見字
注定低昂，或見梵字可知本借也。」有注重音者大部份都有 h 的氣音，注平音大概
是長音，注長、引也都是長音，注入音大都是涅槃音。注反止者，反就是反切。有
時光漢譯音還不能完整表達發音的話，都會加注四聲法…等在漢字旁邊。
雖然有點難，但學漢譯音咒語就要學這些漢字四聲法等借音法。所以我們把咒
語全部研究出來，然後在音譜裡把大空音、涅槃音、借音、轉音標示出來，方便你
們閱讀。咒語的羅馬字拼音字母是不變的，但咒音會變，會變的音就譜在咒譜裡面，
所以咒譜為什麼跟羅馬拼音字母之字母不一樣，因為不一樣才叫作悉曇。如果一樣
就只在講梵文而已。像最常見的 sattva 菩提薩埵，sat 是涅槃音。一般兩個重複的字，
如 tta 重字的第一 t 字不能唸，拿來當涅槃音。所以一般唸 sa ta va 薩多婆，悉曇唸
法是 sa` tu va、sat tu va 薩埵，ta 轉音變 tu。你去查中古音就很符合，因為 v 前面
的音要轉成 u 的音。或者有些字也不能唸，當涅槃音隱藏。像 sapta-koti-buddhan2m
七千萬億佛的七俱祇 sapta‐koti，照道理 sapta 七要唸 sa pa ta，但是悉曇不能這麼唸。
悉曇應該唸 sa` ta 颯多，因為 ta 女聲音的前面要加涅槃音 pa`，sa 本身也是涅槃音
sa`，成為 sa` pa` ta 但 pa`涅槃音隱藏不能唸，所以唸成 sa` ta、sat ta 颯多。此部
份希望有更深入的討論平、上、去、入之讀法，讓翻譯漢譯音時，更能掌握其梵字
字源。

法爾禪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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麁顯字母大空音的讀音：

麁顯音即是能直接從字母與讀音中得知者，故稱麁顯音。若怒濁字母於後，前
字母要加上大空點之音。怒濁字即男聲音，男聲音字母前要加上大空音。丫 ga、千
gha、介 ja、刈 jha、毛 7a、丙 7ha、叨 da、

dha、生 ba、矛 bha，等字是濁聲，

其前一字母後要加空音，依各句門之第五字空音加上。加上後即成為忉{ga、肊
{gha、奼#ja、屾#jha、

57a、

57ha、刡 nda、呅 ndha、岍 mba、帎 mbha 等。

咒語麁顯連聲音十五章法則(I)：

法爾禪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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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聲者，即是前説盎迦等字三種之音連成諸字三種之音。盎聲(發 aŋ 聲
音ㄤ)、安音(發 an 聲音)、唵聲(發 a3 聲音) 三種。
(1)喉牙聲字，喉發聲牙會動到，皆用盎聲(發 aŋ 聲音ㄤ)，如盎迦丱{ka、盎迦
引丼{k2，‧‧‧。

(2)顎齒聲字，即發音第二位置，同用安音(發 an 聲音)，伂安者上#ca、伅安遮平
#c2，奼安社上#ja、妅安社重#j2、屾安闍上#jha、巟安闍重#jh2。
(3)舌舌聲字，發音第三位置捲舌頭，為什麼用舌頭發音？因為舌頭要稍微彈一
下。發女聲音 6a、6ha，女聲音是擦音，舌頭往前擦往前送，後再發聲音；
發男聲音 7a、7ha，男聲音是塞音，聲音先往喉嚨送。皆用安聲(發 an 聲音)，
安吒上 56a、

安吒平 562 ‧‧‧。

(4)齒喉聲之字，發音第四位置，舌頭放在牙齒跟牙齦交接的地方，發音後氣會
回到喉頭。同用安音(發 an 聲音)，阢安哆上 nta、阤安多平 nt2 ，‧‧‧。
(2) (3) (4)句發音都用 an 安音，不管它前面的空音是那一字，皆用此音。
(5)唇唇聲之字，用唵聲(發 a3 聲音) ，囧唵跛上 mpa、囥唵波平 mp2，‧‧‧。
這是第十五章的發音原則。

咒語麁顯連聲音─加他麼多聲(II)：

法爾禪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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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他麼多聲者，本韻珃暗字，元無仰月，以此五字或爲仰月，各加當句令載圓
點揲。如入劍、尹占、支、仟擔、正

等字類。《國土守護經》説，摩亙字以爲

吽 字空點，即其例也，以其圓點更加仰月。這裡借 aj 的母音來讀，每字上加圓
點即菩提點。如入 kaj 劍、尹 caj 占、支 6aj 、仟 taj 擔、正 maj

等字。

kaj 劍不是只有轉 aj 的音，也有 i 的轉音，所以漢字翻成「劍」
（台語發音）kiaj，
這些字如果不用漢字去發音就不會唸得對。
這些在東密、台密裡面很注重悉曇的發音法，這是標準的借 aj 的母音來讀的
例子。如果沒有這些概念，去看大藏經 84 冊，會一個頭兩個大，不知道在說什麼？
摩亙字以爲 maj，吽 h9m，為什麼會變成 hau aj，因為上加仰月，所以變成 hu
aj。ha 是法身，u 是報身，ma 是化身取 aj 的母音加仰月變成 hu aj。如果只有
空點，只是曳 haj，不會讀 ha am 。huj 發音 hau u aj，因為 au=o 所以變成 ho
u aj， huj 讀 ho u aj。讀吽就是 hom 吽，為什麼那麼複雜？因為一般人不懂悉
曇發音。huj 的 u 長音分成兩個 u，一個跟 ha 連結，一個 u 保留，再借 aj 母音
11 轉音來讀，悉曇發音就是這麼產生的。一般很少用第 11 轉音，只有在咒語裡面
的種子字才會用得到。
有此五類之點成彼三處之音，亦與諸字能爲通聲。三處發音者，一喉内聲(丱
{ka、佞{ya)、二舌内聲(伂#ca、

56a、阢 nta)、三脣内聲(囧 mpa、帎 mbha)。

所以一談到發音有五句類，但只有三個地方發音，喉内（第 1 句）
、舌内（第 2、3、
4 句）、脣内（第 5 句）三處。
咒語麁顯連聲音─自音成他聲(III)：

法爾禪修中心

19

http://www.dharmazen.org

自音成他聲者，五句單字各連諸字，成三處音，如第五字。五句第五字是自音
成他聲。五句每一個字各別連結其他字成三處發音，即盎ㄤ{、安 an、唵 am。例
如同樣曳 ham 一字，可以有三個發音。曳 ka{讀＂講＂(漢譯音【用台語發音】，h
轉 k，尾音ㄤ)是喉內大空音，曳 gan 讀＂桿＂(漢譯音，尾音 an)是舌內大空音，曳
kam 讀＂唅＂ (漢譯音，h 轉 k、g 尾音 am)是唇內大空音也。發音用不同漢字其重
要性已甚明，這樣才有辦法分別是何轉音，不然就無法區分。所以只要漢譯音出現
不同漢字，你就要很小心注意它怎麼讀。涅槃經云：迦一、佉几、伽丫、 千、俄
小。遮弋、車云、闍介、膳刈、若及。吒巴、咃 、荼毛、袒丙、拏偑。多凹、他
卉、陀叨、彈 、那巧。波扔、頗民、婆生、滼矛、摩亙。
這些漢譯都要用中古音去推測它為什麼用這個字，其實它有的字會變音，因為
有變音才用不同的字。所以翻譯大德不是說相同梵字 6a、7a…等，一定用固定的漢
譯字。有變音才用不同的漢字，你們要理解這些觀念，不要誤會古德的苦心。剛開
始我們也很疑惑，為什麼這個漢譯字都不取一致？同一咒中有的用這個字，有的用
那個字，後來才知道原來是發音不一樣。例如 dha 彈，為什麼唸彈，表示有變音
轉成 dha an 彈。所以這裡面用比較特別的字，跟一般用法的字不一樣，就表示它
有變音、轉音。三處音此中 千 gha a{喉内音。膳刈 ja an、袒丙 7ha an、彈

dha

an 舌内音，滼矛 bha am 脣内音，並連接第五字猶如成空點，如其四(句)五(字)連聲
亦有此音，亦連諸字之下皆有此音。這些字我們去查中古音，就如上翻漢譯音的唸
法。都連接第五字空點音。每個字都可通用這些規則，所以悉曇發音是很複雜的。
每一個字都可以加兩點揵變涅槃音、加一點揲變菩提點、仰月揈變大空點。
咒語麁顯連聲音─自音成他聲(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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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眞大師中天音云：小仰 gia{虐鞅反。及孃 jian 女兩反。偑拏 5ian 寧雅反。這幾
個字都已加第三轉音再發大空音。巧曩 na an 乃朗反，為什麼翻「曩」？因為有加大
空音，而且是全部發出不是只有鼻子音，包括 a 母音，也借 a 母音來讀成 am。不
然直接翻「那」就可以了，所以漢譯音不是這麼簡單。亙麼 ma am 忙牓反。此是智
廣大師的南天音(吳音)。
餘國有音（指印度五地區）小俄 ga a{魚講反。及孃 ja a{、偑拏 5a a{拏講反、
巧曩 na a{、亙莽 ma a{之同説也。此等五字都是喉内聲。或應餘國五字皆舌内聲、
皆脣内聲等也。所以我們不能太過分別，同樣的道理，每字加空音、大空音也可以
發舌内聲、脣内聲。悉曇是很複雜的，它沒有絕對的方式。這麼複雜怎麼來讀？我
們直接讀當然沒辦法，但我們可以看漢譯音，所以漢譯音要好好學，你們有興趣學
咒語的話，要不厭其煩的學漢音的反切、正切、紐韻、…等，並要去查中古音、廣
韻…等等音韻學。
此等縱與上字成連聲時，猶是成前各處之音，以其連聲必取初響故也。連聲必
取初響，就是前字的尾音，是下一字的始音。借上字尾音，帶出第二字的讀音。這
是悉曇連音上很重要的原則。這樣讀法才能連結一氣，讀的很順。

咒語麁顯連聲音─自音成他聲(續 2)：

諸眞言中，若於下字有五句字之時，註上字如大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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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蘖出黨 ga` t23，乃矩在奢旦本 ku0apu3，冗祖扔播

抳 jopa5i(jo` pam

5i)，圩舜佞儞也 0u{ya(0uan {iya)，凹多朽乞鏟底阠 tak=anti，凹旦出多伐懵 ta` t2
ma a3、屹散弁寧伐忙 sanemam(san ne ma am)、呾底哩狣阿屹三伙迷 t4
asame(asam me) ， 戌 三 矛 婆 吒 吠 sambhave(sam bha` ve) ， 屹 三 亙 摩 伏 耶
samaya(sam mai ya)，珈畬嗢婆吒吠 udbhave(um bha` ve)等，例此等並攝此中。
他這些舉例是給內行人看的。例如 tath2gata 如來，ta、tha 是女聲音，女聲音
的前面要加涅槃音，所以如來發音為 ta` tha ga` ta，ta`中音 tha 氣音 h 降一點，
ga`濁音頓一下 ta 往上升女聲音。所以 ga`用漢譯音＂蘖＂，而不用＂伽＂字。出
黨 t23 則是借 a3 空音來唸。t2 長音怎麼會變黨呢？因為它加了空音 a3，所以變
成黨 t23。雖然出黨梵字上並沒有空點揲，但漢譯音注＂黨＂就要唸成 t23。＂蘖＂
漢譯音應該是＂孽子＂的＂孽＂，但孽子的孽不好看，所以用蘖。＂孽＂照古音唸
應該用第三轉音 gia`，但一般不轉這麼多。這樣發音不看漢字怎麼讀。
乃矩在奢旦本 ku0apu3，本 pu3 發音 pu a3。如果沒有注漢譯音「本」
，怎麼
知道在唸什麼 pu 或 pum。所以在研究咒語的時候，看到漢譯音為什麼用這個字，一
定是加涅槃音或大空音，大空音比較多，涅槃音會隱藏或唸時頓一下，才變音成特
殊的漢譯音。這都是要讓你拉長音的讀法，可以有時間喘息、讀下一字，或女聲音
及男聲音之間的轉折用。如果是 0u{ya，轉音唸 0un {i ya。毘奈耶 vinaya 意思是
戒律的律，轉音唸 vi nai ya。這是另一悉曇發音的原則，ya 前面的字轉 i 第三轉音
唸。所以如果懂悉曇的道理，學起來就很有意思，就能理解為什麼用這個漢字。
圩舜佞儞也 0u{ya (0uan {iya)，問題在這個圩舜 0 u，0a 是舌音，u 也是舌音，
所以加 an 舌音的大空音，圩舜 0u 讀成 0u an。朽乞鏟 k=an 亦是同樣道理，乞鏟
ki` =a an 所以用鏟。學悉曇每個字都要仔細分辨。same 是平等的意思，asame 就
是 j 無平等，無平等就沒有平等性，是更高的平等，就沒有入空。戌三矛婆吒吠
sambhave(sam bha` ve)，bha 是男聲音、濁音、怒音，前面的字要加空音、菩提
點，所以 sa 變成 sa3，ve 是女聲音，前面的字加涅槃音，所以 bha 變成 bha`，
讀成 sa3 bha` ve 三婆吠。屹三亙摩伏耶 samaya(sam ma ya)，這個亙「摩」翻
的不很理想，比較好是應該翻「昧 mai」愚昧的昧，發音台灣話愛昧的昧，因為 ma
借 ya 的 i 轉音來唸，所以讀為 sam mai ya 三昧耶，這是正確的唸法。珈畬嗢婆吒
吠 udbhave(um bha` ve)等，ud 為什麼唸成 um 嗢呢？因為轉音加 a3 的音。稍微
懂這些例子的結構，就能比較了解、適應漢譯音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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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語麁顯連聲音─他音屬自聲(IV)：

四. 他音屬自聲者。五句諸字爲下，諸字爲上，互成連合之時，或隱上字只呼
下字。如屹薩楠嚩渮社若 sarvaj#a，或直呼薩嚩若 sarva#a(隱 j，直呼#a)，隱藏 r
及 j 的音；有時唸枳孃 ji #a 轉第三轉音，而且 ji 再轉 ki 唸 ki #a 枳孃，為什麼？因
為 ji 跟#a 都是第二句發音時會衝突打結，所以 ji 轉為第一句 ki 比較好發音。台灣人
來學悉曇、咒語最佔便宜，因為很多發音用台灣話(河洛話)最容易唸，如「枳」紅
枳的枳，如用北京話的「枳」就有偏差。而唸社若 ja #a 則沒有轉音，巴利文常常
出現##a 這個字，其實巴利文##a 它就是原講 j#a 這個字。亦如剉 spha 薩頗(sa` pho)
或直呼府(phu、pu)。如果唸 sa pha 薩頗，sa 遍口音太低音，sa 加涅槃音`頓一下，
就能上去唸得很順 sa` pha 薩頗，就不會唸錯。pha 頗為什麼轉為 pho？查中古音
「頗」就是 pho、phu、pu 的音。今天學的悉曇發音方法，你們的功夫會增加 60
年一甲子，先不管耎密音，你要馬上想到這些原則，其實耎密音的原則也差不多都
有提到過。
其介社(ja)字是及孃(#ian)字之省。其及若(#a)字是偑拏(5an)字之省。今以孃
(#ian)之響密挿腭舌之間，直呼云若(#an)亦皆得也。他皆倣此。

咒語麁顯連聲音─他音屬自聲(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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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口八字爲上，諸字爲下，互成連合之時。或隱上字只呼下字。且如 ksa manta，
枳 ksa 三亙 ma 曼阢 nta 多。或直呼三曼多，隱藏 k 的發音不唸。亦如朽 k=a 乞叉，
或直呼＂叉＂。其枳 k 字是迦一 ka 字之省略不唸。真正內行的人，藏經看多了，
才知道這裡隱藏 k 的發音。Ksamanta 直接查字典查不到字，因為這是古代的梵文，
現代都用 samanta。屹三字是 娑字之省。今以迦音之響密挿腭舌之間直呼云，三
屹 sa，亦皆得也。他皆倣此。
諸眞言中，凡以羅先字合五句字之上，几羯絞伽 kharga、市儞 入 蛭佐凹多
nirjata(出現、往前看)等。 三谷藐 僧千伽等例並攝此。前二者是隱藏 r 的發音。
nirjata─ni 是否定的詞類 nis，
「佐多 jata」
，此句如果沒有查它的漢字發音，你可能
不知道它還隱藏著 r 之音。ni 儞入注「入」就是有涅槃音之意涵，唸 ni ja ta 儞佐多。
ja 是男聲音，男聲音為什麼前面用涅槃音？悉曇發音原則不是要加空音嗎？但是它
注「入」
，所以得發涅槃音 nih，但不是發`也不是 n 的音，只是頓一下唸 ni ja ta 儞
佐多。 三谷藐、 僧千伽的 三、 僧兩個字，則隱藏 k 的發音。千伽 gha 是男
聲音，男聲音前面要加空音，所以讀 sam gha 僧伽。僧伽不是和尚，僧伽是眾，眾
是四人以上，僧伽就可以稱為一群出家的修行人。一般中國人用單一僧字專指出家
人。一般講三人成眾，但是出家人三人不能成眾，為什麼？因為三個出家人，有人
犯錯要懺悔，一個人出去懺悔，就剩二人不能成眾。所以要四個人，一個人出去懺
悔，還有三個人可成就羯磨法。因為至少要面對三個出家人才能懺悔，這樣才能做
羯摩。所以出家眾必須是四人以上成眾，出家人的羯摩儀軌比較複雜。這些觀唸學
梵文或悉曇的人都要俱足。
咒語麁顯連聲音─他音屬自聲(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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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以渮攘 j#a、 然 j#aj 等例，並攝此中。然 j#aj 加一菩提點 aj 上去，雖
然只標一個漢字，但都包含兩個梵字，只發一音。或隱下字只呼上字。且如阿狣魯
冰里印迦 ，arulik(aru8k)直呼阿魯力(araulih)，這是觀世音菩薩一個很重要的咒語，
意為慈悲。查字典只輸入阿魯力就可找到字，迦半音加上，有時候咒語最後字 ka
不唸，但字典是有 ka。爾元那巧爾元迦 ，jinajika 亦呼爾那職 jinaji，最後字 ka 不
唸。嚩向曰羅忝特利呠迦 ，vajrad4ka，直云「嚩日羅地力」是也。以上的例子，
最下面的字迦 都隱藏不唸。嚩日羅 va ji ra 如果翻成嚩折羅呢？那就要變音成嚩折
羅 va je ra，所以都要看漢字怎麼翻譯來讀。不是金剛都唸嚩日羅 va ji ra。
或隱下字只呼上字。且如渨鉢羅渮若扒波先羅亦弭凹多(praj#a p2ramita)，直
呼般若波羅蜜(pan#a p2rami)。民頗 吒，直呼云泮 phan，等類是也。如果沒有學
悉曇發音，就不知道怎麼唸法。照道理#a 要發 an 安的音，所以般若 pan#a 發音
pan #ian 就很接近。扒波先羅亦弭凹多，凹多隱藏不唸、省略了。到彼岸 mita，沒
有 ta 怎麼到彼岸，沒有翻多 ta 好像不對，但它就是故意不寫出來，只翻波羅蜜
p2rami。這些都是比較特別的唸法！民頗 吒 pha6，6a 的前面要發涅槃音`，所以
民頗

吒發音是 pha` 6a。巴加一半音記號 tath2 怛達劃 即是

6。當初學咒語者

常常被騙，以為就是 69 揜的發音，都唸成 pha 69。揜 9 前面的鉤勾比較彎曲；半
音記號 tath2 怛達劃前面的鉤勾比較平 ，像一支柺杖無勾頭微彎。所以民頗 吒發
音只能唸 pha` 6，舌頭捲上去頂著上腭不動，且 6a 僅發半音 6。此字非常重要，呼
請佛如來或佛化的明王等的用語，唸頗吒 pha` 6 或是泮 pha an 即知道是如來咒語。
第一次還沒進入密教咒語，我不太想學咒語，認為驅鬼神、天神等去辦事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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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無知。覺得為什麼不靠自力，靠咒語驅鬼神等去辦事，這樣子不好。現在才
知道修行人是不能跟人打架、鬥狠，修行人只能修忍辱法，只有挨打的份。這樣就
只得靠天神、護法神來保護、幫忙。釋迦牟尼佛功夫應該是一級棒吧！祂有沒有顯
現功夫跟人打架、戰鬥，從來都沒有過，被人冤枉，也不辯駁，默然承受，忉利天
主或梵王馬上知道都能立即示現化解。若是打架、鬥法就不是如來、不是佛、菩薩，
因如來都叫比丘「不惱世間諸有情」
，不能去與人爭鬥、耍狠。所以你境界越高，心
地就要越柔軟，越柔軟碰到惡因緣的話，就一定要被宰、被欺侮，真這樣就只有忍
受。像這樣碰到惡因緣時，只有靠護法神來保護！所以學密法學到最後，你要走出
來弘法，像行走江湖一樣，就要靠護法神祂們來保護。
楞嚴咒裡面的咒心也是有此句，頗吒 pha 6 有人說要唸 pha 69，早先劉居士來
道場教的唸法都是用 pha 6u 頗凸。後來我開始研究悉曇後，持楞嚴咒，遇到此句
pha 6u 頗凸，我唸起來就覺得很不舒服，即去查證咒語漢譯音，原來漢字＂吒＂後
面有加注是半音。這個字在咒語中比較重要，民頗 吒直接唸 pha an 泮，pha` 6
怎麼會變成泮 pha an 呢？悉曇是秘密語，只要依音而唸就好。此句只有持如來咒
時，要呼請如來的密咒，才會用泮 pha an。這邊有供養穢跡金剛杵，唸穢跡金剛咒
後面就有 5 個泮 phan。為什麼頗吒變泮，因為有轉音，它可以唸得快、唸得非常柔
和。所以它翻泮字。有的全部翻出來頗吒，但要知道有半音 ，像一支柺杖，前面
連勾進來都沒有，不是 u 揜的發音。所以要唸頗吒 pha` 6 或泮 pha an 都可以，但
泮比較容易發音，尤其是唸快的時候，或要連續唸好幾個泮的時候，這樣唸較好。
麁顯字母大空音讀音舉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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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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內音)，晚日囉有沒有人這麼翻？這
句不是我造的，這是經典上的。你一看怎麼翻＂晚＂字音？字抄錯、弄錯了吧？如
果你懂得悉曇，原來是沒有錯，就知道是加大空音進去 a#，所以唸 va# ji ra 晚日囉，
這個咒語就要這麼唸。因為某一位佛、菩薩祂就是要你這麼唸，不這麼唸，祂就不
加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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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內音)。jo 濁音前面要加大空音，所以才會變成 pu#jo 本祖。你要知道 pu 為什麼
翻”本＂，pu 翻”本＂，差太遠了吧！不是它抄錯了，因為它加了大空音在裡面。扔
pa51，5a 是非男非女聲，又是大空音，故亦屬濁音，所以本應讀 pan51，但漢
譯音為播抳(漢譯音)，所以就要讀 pa` 51，是金剛手的意思。圩佞 0u{ya 此句第五
字亦屬濁音。第十五章大空音中的 ya 遍口音前加大空音小{a，所以圩佞 0u{ya 讀
成連音時，即成舜儞也 0uan {iya(漢譯音)。

五句麁顯音三空點音讀法：

三點空音讀法─口內(喉內)空點{(第一句門 ka)、舌內空點#、5、n(第二 ca、
三 6a、四 ta 句門)、唇內空點 m(第五句門 pa)。
真言中印伔 li{ghi，ghi 是第一句門第四字濁音，男聲音所以前面要加空音，
lia{ ghi 楞儗(漢譯音)是屬喉內空點音(第一句門喉聲音)，不管字典查到是怎麼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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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空音小{a 都要唸出來。註：本句悉曇文章有誤，應是 li{gi，不是 ghi 之音，li{gi
意為塗、漆、…。你要知道這原則，為什麼加小{a，因為它是第一句門的男聲音。
弋

ca57a(暴戾、暴烈之義)的 7a 是第三句門濁音，所以弋

ca a5 7a 就讀成散

荼，是舌內空點音(第三句門舌音)。ca5 怎麼會讀「散」呢？可能是轉音 ca 轉成
sa 變 sa5 所以唸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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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字本是 lambha 是獲得之意義。
若於曳一字 ham，用喉內空音讀時，就是 ham，ham 怎麼又會變曳 ka{讀＂
講＂？因為 ha 跟 ka 都是喉音，所以這兩個字常常被互用，ha 比較難唸，轉女聲
音的 ka 比較好唸，漢字翻成「講」ka{ (漢譯音，h 轉 k，尾音ㄤ)是喉內大空音，
台灣話(河洛話)開講的「講」ka{。
同一字曳唸舌內空音時，漢字翻成「桿」
，鐵桿的桿，曳 gan 讀＂桿＂(漢譯音，
尾音 an)是舌內大空音，轉舌內大空音，這是沒有道理可講，因為是三處發空音，
而漢字也翻成「桿」，所以就依照漢譯音唸「桿」gan，舌內空音 an 結尾。
唇內空音曳 ham＂唅＂(漢譯音，h 轉 k 尾音 am)是唇內大空音也，台灣話「唅」
糖果的唅，如阿含經的 2 gam 阿含或唸 2 kam。北京話唸含ㄏㄢ二聲＂含＂，這就
太離譜了。所以我們唸的都變成外國人的外國人，一下北京音，一下台語音…。2
是寂靜涅槃，gam 就是走，2 gam 走到寂靜涅槃，阿含經就是講如何證到解脫的聖
典。
所以同一字曳三處發空音時，尾音會發 a{、an、am 等三音，因此就有發喉內
音 ka{＂講＂、舌內音曳 gan＂桿＂、唇內音曳 kam、ga3＂唅＂，共發此三音，
其他種子字亦如此。此三空音為什麼發音會不一樣，就是五句門三處發音（喉內、
舌內、唇內）轉空音的結果，這裡比較難，第一次聽到可能比較不清楚。但是這只
能死背，依漢譯音去推敲怎麼唸也可以。不只是這一個例子，其他的字也是有同樣
情形，如用不同漢字翻譯，就要想到是五句門三處發音的大空音（喉內{、舌內 an、
唇內 am）。
(2010.09.04.講於台中分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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