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曇密教－咒語研究考證

課誦本十小咒（之5）
「拔一切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羅尼」之探討

題目：拔一切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羅尼（往生咒）之探討
指導師父：上善下祥

比丘

組員：法爾悉曇研究班

心照 居士

提要
＜拔一切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羅尼＞，一般俗稱為「往生咒」
，也稱四甘露
咒，乃現今佛門日常課誦本中十小咒之一，持誦者可得現世及來生之多種利益，
尤其可得阿彌陀佛舒光灌頂、護念加持。本文共舉了鳩摩羅什、求那跋陀羅、菩
提流支這三位法師所譯咒文，與一佚名版跟房山石經行琳版，共五者互作比較，
並以羅什版為主，參酌諸版，考訂咒內各句之發音、用字、語法變化、意義與用
法，得致下列結論：全咒可分成三個段落來看－－第一段落有三句：
「南無 阿彌
多婆夜 哆他伽哆夜 哆地夜他」
，先以「南無」起頭，表示禮敬皈依之意，接著
尊稱阿彌陀佛之佛名，並專用「如來」做十號之代表，再以「即說咒曰」開啟本
咒核心之第二段落。此第二段落共分七句：「阿彌唎都婆毘 阿彌唎哆 悉耽婆毘
阿彌利哆 毘迦蘭諦 阿彌唎哆 毘迦蘭哆」
，都跟甘露有關；用漸進的方式，祈請
甘露生起、清澈光明，發揮強大的、勇猛的力量。最後第三段落為「伽彌膩 伽
伽那 抧多迦隸 莎婆訶」四句，此乃更完備的祈請，願求證入空性、消除業障、
所求圓滿。三個段落環環相扣，也把拔除業障、得生淨土的主題烘托無遺。下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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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咒之漢字、羅馬擬音、悉曇用字與淺譯，謹供讀者參考。

＜拔一切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羅尼＞
南無

阿彌多婆夜

哆他伽哆夜

哆地夜他

namo
amit2bh2ya
巧伕 ( 狣亦出矢伏
歸敬
阿彌陀

tath2gat2ya
凹卡丫出伏
如來

tadyath2
凹改卡
即說咒曰

阿彌利都婆毘

阿彌利哆

am4todbhave
狣妲北咼吒
甘露安住於產生之上

am4ta
sita3bhave
狣猵凹
帆仟矛吒
甘露安住於光明清澈之產生上

阿彌利哆

毘迦蘭諦

am4ta
vikr2nte
狣猵凹
合咆甯
甘露安住於強大之上
伽彌膩
伽伽那
g2mini
gagana
丸亦市
丫丫巧
於證達上 空性啊

悉耽婆毘

阿彌利哆

毘迦蘭哆

am4ta
狣猵凹
甘露

vikr2nta
合咆琲
勇健有力

抧多迦隸
莎婆訶
jitakale
sv2h2G
元凹一同
送扣
安住於摧伏業障之中
是所祈求

一、前言
＜拔一切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羅尼＞，一般俗稱為「往生咒」或「往生短
咒」，也叫＜拔一切業障根本得生極樂淨土神咒＞。且因裡頭出現四次「阿蜜唎
多（am4ta 甘露）
」，故亦稱作「四甘露咒」1，以別於稱做「十甘露咒」之「往
生廣咒」。此咒流傳極廣、靈驗事蹟極多，亦為現今佛門日常課誦本中十小咒之
一2。全咒雖短，今日常見流通版至多不過五十九字，
（而鳩摩羅什法師所譯版本
字數最少，僅五十一字），仍可概分為三個段落，包括第一部分的禮敬、稱名，
第二段落有關甘露的四種祈請，與第三段落的祈願證空、消業跟結尾敬詞。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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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介紹此咒之名稱、意涵，以及該怎樣執持，跟持誦者能得到哪些利益。
（一）咒名釋義與意涵
此咒由來，在鳩摩羅什大師的《佛說阿彌陀經》譯文末，特稱其為「龍樹
菩薩願生安養，夢感此呪。耶舍三藏誦此呪，天平寺銹法師從耶舍三藏口受此呪，
其人云經本外國不來。」故可說是先由龍樹菩薩夢得，再透過後世口耳相授而流
傳下來。但在菩提流支法師的《佛說阿彌陀佛根本祕密神呪經》譯文中，則可見
此咒乃是經文中段釋迦牟尼佛直接對舍利弗尊者所宣說的，並且就直呼其為＜拔
一切業障根本得生極樂淨土神呪＞。兩者孰是？各有所憑，故這裡不做論斷。另，
據說與阿彌陀佛有關的二十多個咒語中，此咒為最早出現的，故為了跟其它咒相
區隔，底下先略加闡釋其名稱與意涵，以利讀者對此咒有一初步認識。
「拔一切業障」，所謂的「業障」，指業即障，乃三障（煩惱障、業障、果
報障）之一，也有說是四障（惑障、業障、報障、見障）之一。此咒既名曰「拔
一切業障根本」，即表示能除滅所有業障。「得生、往生」，謂命終時生於他方世
界，且在「彌陀淨土」之說盛行後，主要指受生「極樂世界」。「阿彌陀佛」，
為西方極樂世界之教主，梵名 Amitābh2，音譯阿彌多婆、阿彌嚲皤，意譯無量
光；另有梵名 Amitāyus，音譯阿彌多庾，意譯無量壽；據《阿彌陀經》載，此
佛光明無量、壽命無量，故稱阿彌陀佛。「甘露」（am4ta），意譯作不死、不死
液、天酒，即不死之神藥、天上之靈酒，味甘如蜜，飲之可不老、不死，故稱甘
露，亦用以比喻佛法之法味與妙味長養眾生之身心；此也是阿彌陀佛的三名（無
量壽、無量光、甘露）之一。
「陀羅尼」
（dh2ra51）
，意譯總持、能持、能遮，即
能總攝憶持無量佛法而不忘失之念慧力。故此陀羅尼的名義意涵，是指能拔除一
切業障之根本，並得甘露妙味灌頂，來世往生阿彌陀佛之極樂淨土。
（二）執持作法與利益
關於本咒執持時之相關作法，在經書上有明確教示，即「若欲受持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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嚼楊枝、澡豆、漱口、然香，於佛像前胡跪合掌3」
，而且，日夜六時各誦三七遍，
或持續誦至二十萬遍、三十萬遍，各將感得不同果報。此處，
「嚼楊枝」
，通常是
在食後，以之漱刷口齒，剔刷牙齒中滯食，據《毘奈耶》有云，嚼楊枝之五利為：
「一口不苦、二口不臭、三除風、四除熱、五除痰癊。」而「澡豆」，本是用於
洗滌身體、衣服等污穢所用之豆粉，也有稱為「豆屑」
，戒律中有云比丘於齋食
之後，以澡豆淨手，方可執取經卷。至於「漱口」，漱是潔、盥的意思，漱口即
為以水盪口也。
「然香」
，即燃香，依經典所言，迎請佛陀之儀禮有燒香之說，燒
香亦是十種供養中之一種。
「胡跪」
，又作胡跽，關於其樣貌有種種異說，如屈膝、
長跪（雙膝著地）
、互跪（右膝著地，豎左膝危坐）
，然以經中所說右膝著地者為
正儀。
誦讀此咒，可獲得現世及來生的雙重利益，絕非世人刻板印象中所認定的，
只適用於超度亡者。在《日課．早課綸貫》提到〈往生咒〉時，謂之「能令根本
業淨，希彌陀灌頂，如證淨土。」而《日課．晚課綸貫》則形容〈往生咒〉的功
效是「即希彌陀來住我頂，拔除業障根本，證我果決往生。……重蒙彌陀舒光灌
頂護念，六道變為淨土，有情即證十地。」可見本咒既可「拔除一切業障根本」
，
亦能讓持誦者或所祈求的對象「得生淨土」！
而在鳩摩羅什所譯版本中，於咒末闡述道：
「誦此呪者，阿彌陀佛常住其頂，
命終之後任運往生。龍樹菩薩願生安養，夢感此呪。耶舍三藏誦此呪，天平寺銹
法師從耶舍三藏口受此呪。其人云，經本外國不來。受持呪法，日夜六時各誦三
七遍；晨夜澡漱，嚼楊枝，然香火，於形象前跪，合掌誦三七遍。日日恒爾，即
滅四重、五逆、十惡，謗方等罪悉得除滅。現在不為一切諸邪鬼神之所惱亂，命
終之後任運往生阿彌陀國，何況晝夜受持誦讀功德不可思議。」
至於求那跋陀羅所譯的版本，還提到誦此咒之功效為：
「阿彌陀佛常住持咒
者之頂，日夜擁護；無令怨家而得其便；現世常得安穩」，此三項為現世可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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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益；另有「臨命終時任運往生（西方淨土）」
，這一點則為臨終、來生之利益。
同文後並附有一＜阿彌陀經不思議神力傳＞，述說此咒功效為：「一、日夜六時
各誦三七遍，即滅四重五逆十惡謗方等罪，悉得滅除；二、現世所求皆得；三、
不為惡鬼神所惑亂；四、若數滿二十萬遍，即感得菩提牙4生；五、若至三十萬
遍，即面見阿彌陀佛。」此五點亦以現世利益可得者為多。所以往生咒應該也算
是適合全民持誦的咒語了。
本文承蒙金剛阿闍黎上善下祥比丘上師指導，以及研究班同學之共相探討，
方得以描摹全咒面貌之梗概，謹此致上最深敬意與謝意；惜行文匆促，不免仍有
粗疏缺漏之處，還請十方大德不吝賜教，以利添廣內涵與補正闕失。阿彌陀佛！

二、各版比較
（一）出處之比較
本研究報告所引列之諸往生咒，大多可見與《佛說阿彌陀經》有關。一般
把《佛說阿彌陀經》
、
《佛說觀無量壽佛經》5、
《佛說大乘無量壽莊嚴清淨平等覺
經》6合稱為「淨土三經」
。此《佛說阿彌陀經》又稱《小無量壽經》或《小經》，
內容強調「執持名號，……一心不亂，其人臨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
前。是人終時，心不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樂國土。」亦即只要一心稱念阿
彌陀佛的名號，死後就可往生西方。由於此修持法門簡易，宋、明以後流傳漸廣，
成為淨土的修持主流。而以下便將各咒出處詳列之。
其一，姚秦時鳩摩羅什所譯的《佛說阿彌陀經》1 卷，在正文末即附有名為
＜無量壽佛說往生淨土呪＞的咒語，並且詳述持咒的效驗。本文所引乃源自《大
正新脩大藏經》（本文皆簡稱之為大正藏）第十二冊第三六六號者，並且被歸類
在寶積部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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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劉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羅奉詔重譯之《小無量壽經》
，收錄於大正藏
第十二冊第三六八號者，亦屬寶積部。但此經文本身已經亡逸8，僅剩一＜拔一
切業障根本得生淨土神呪＞與＜阿彌陀經不思議神力傳＞（附隋錄未詳作者）。
此一經在大正藏版之注解第九有云：
「麗本、宋本缺此經，依明本採録元本對校。」
可見迄今經本已散逸而僅剩咒語。
其三，曹魏朝（宜改正為北魏）三藏菩提流支奉詔譯的《佛說阿彌陀佛根
本祕密神咒經》
，可參見《卍新纂續藏經》第二冊第二○五號者，CBETA 將之列
於印度撰述部。咒語則名為＜拔一切業障根本得生極樂淨土神咒＞，置於經文中
間，其斷句跟今一般習見者有所出入。該文末還附有＜神呪經真偽決疑＞一文，
編號 205-A，講述此經的真實無偽。
其四，＜阿彌陀佛説呪＞，譯者佚名，收於大正藏第十二冊三六九號。此
與《房山石經》裡唐朝行琳大師輯錄的《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陁羅尼集》卷第四之
＜阿弥陁佛大身陁羅尼＞相仿，後者還標註此咒為十二句。此項與上述三者相
比，除了前頭多出「曩謨没也、曩謨達磨也、曩謨僧伽也」
、
「囉曷帝三三沒
也」等諸禮敬語，與咒末多出「薩嚩跛乞义孕迦」等外，其餘咒文本身與
大正藏者相異度不大9，且正文都是出現四次甘露（阿蜜多）
，故可視為近似的
群組咒語來相互比對。
但是《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陁羅尼集》本身收有另一咒，名為＜無量光如來
陁羅尼＞，其內容前半跟＜往生咒＞非常像，但後半則在「阿蜜

二合多尾訖囒二

合引帝」後，直接接「娑嚩二合引賀引」而完結，缺少其它版的「伽彌膩

伽伽那 抧

多迦隸」
，所以這裡不做比較。(該咒內容列於本文「六、附錄（二）」
，可以參見。)
藏 冊 經號 經名 卷
1. T 12

0366

2. T 12 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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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名

部別

作譯者

佛 說 阿 彌 陀 經 1 無量壽佛說往生淨 寶積
卷
土呪

姚秦 鳩摩羅
什 譯

小無量壽經10 1 卷

劉宋 求那跋
陀羅 重譯

拔一切業障根本得 寶積
生淨土神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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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X 02 0205

佛說阿彌陀佛根本 拔一切業障根本得 印 度 曹魏 三藏菩
祕密神咒經 1 卷 生極樂淨土神咒
撰述 提流支 譯

4. T 12 0369
11
5. 房山石經

阿彌陀佛説呪

阿彌陀佛説呪

寶積

釋教最上乘秘密藏 阿弥陁佛大身陁羅
陁羅尼集
尼

佚名
唐 行琳 輯

備註：在大藏經版本縮寫代號中，Ｔ代表《大正新脩大藏經》
；Ｘ代表《卍新纂續藏經》
。

延伸而來的問題是：
《阿彌陀經》之經與咒的翻譯形式，究竟有哪些歧異？
是否本經都附有此往生咒？咒語用字及斷句又何故有所差別？怎樣判定何者較
為確當？這些問題，我們可先從下列資料看出端倪。
首先，在大慈恩寺沙門窺基所撰之＜阿彌陀經通贊疏序＞（No. 1758 [cf. No.
366] ）中，提到：
「此經（阿彌陀經）前後有其四譯：一、秦弘始四年二月八日
羅什譯，名《小無量壽經》。二、宋元嘉年中求那跋陀羅譯，四紙。三、永徽六
年大唐三藏（指玄奘大師）於慈恩寺譯，名《稱讚淨土佛攝受經》
，十紙。四、
後秦又譯出＜阿彌陀經偈頌＞一紙而失譯主。12」可見當時羅什的版本也稱為《小
無量壽經》
，而且求那跋陀羅所譯的經本也尚存於世。故對照今日資料以觀，可
說往生咒通常是「附收」於《阿彌陀經》中的。
其次，因為此咒流通極廣、效益極大，所以坊間各類相關文集也會收錄之，
但是用字或斷句未免無法全部符合原出處，甚至有些字是自己改造出來的，比如
說在王日休居士所撰之《龍舒增廣淨土文》（T1970）裡面，就可見到＜往生淨
土眞言＞的樣貌是：
「南謨阿彌多婆夜掇
毘

阿彌里掇

膩

茄茄那

悉耽婆毘

止多加戻

阿彌里掇

拕茄多

毘加蘭帝

夜掇逮
阿彌里掇

夜多阿彌里

都婆

毘加蘭掇

加彌

娑婆訶」，比對前賢所譯，有太多字是大有出入的。且

王氏於文中自云：
「眞言字本非佛國字，乃譯經者所用，人多以其字難識而不讀。
佛初説時止(古通只字)有聲音，今存其聲音，用易識之字代之，不失佛之本意，
更不須疑。又世間點句多差，今用藏經兩處點句一同，亦不須疑。」
雖說是「用易識之字代之，不失佛之本意」
，然如此一來，是否有竄改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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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嫌？無怪乎在四明石芝沙門宗曉編次之《樂邦文類》
（T1969A）中駁斥云：
「此
呪有六哆字，藏中經本，注多曷切，此爲正呼也！龍舒文，恐人不正此音，並改
爲掇字。擅改呪文，世所不許！有二他字，倶透戈切；跢字都餓切；地字澄買切。
唎字上聲，與里同音。枳字止音。此呪人所誦持，並不與上一十五句相應，失本
眞也。」由此「擅改呪文，世所不許」、「失本眞也」二語，可見宗曉對於王氏
的作法頗不認同。擬音用字仍應照古譯經大師所翻為是，故後人援引入各類課誦
版本時，應小心考證其是否舛誤。
再者，
「又世間點句多差，今用藏經兩處點句一同」
，也標舉出斷句的問題。
王日休是南宋人（？～1173），距離姚秦之鳩摩羅什、劉宋之求那跋陀羅與北
魏之菩提流支等（約當魏晉南北朝時代）
，已經相隔甚遠，所能見到的經咒版本，
必然也積累著日益增多的誤謬。甚至是否今日所見的典籍，即是當初原始的樣
貌？還是已添入後人的增刪？這些都還存在不少疑點而待加以考證。
（二）譯者之比較
鳩摩羅什、求那跋陀羅、菩提流支等師，三位皆非漢人，但都具有精湛的漢
文素養，亦是數一數二的譯經大師，故所譯之咒必有其可觀之處，以下簡單敘述
其特點，附帶介紹行琳大師。

第一位是姚秦時代的鳩摩羅什，他通達多種外國語言，所譯經論內容卓拔，
法爾禪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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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體簡潔曉暢，頗受後世重視。羅什一生所譯之經典，對我國佛教之發展有很大
之影響，如《阿彌陀經》及《十住毘婆沙論》為淨土宗所依之經論。此《阿彌陀
經》是在姚秦弘始四年（西元 402 年）二月八日，於長安逍遙園所譯出。
第二位是劉宋時代的求那跋陀羅，在宋元嘉13末年，奉制重新譯此經，合計
一十五句，五十九字。也有說是在劉宋孝建年中（454～456），於荊州辛寺譯出
此《小無量壽經》
，可惜經文今已失傳，獨剩咒語。
第三位是曹魏時代（一說是北魏，應以此者為是）的菩提流支，一譯菩提
留支，其人深悉三藏，顯密兼通，於北魏永平元年（西元 508 年）攜大量梵本，
經蔥嶺來洛陽。據李廓《眾經目錄》所記，菩提流支「室內梵本萬夾，譯稿滿屋。」
彼時中國淨土宗的祖師曇鸞，因要訪求長生之術而遇到留支，留支授給他《觀無
量壽佛經》，與譯出《無量壽經論》（通稱《往生論》）來介紹世親的五種念佛
法門，曇鸞有為之作注，因此大大發揮了淨土宗的教義。
附帶比較的是行琳，他並非譯者，而是編者。乃隋朝人（一說是晚唐人），
曾被封為「上都大安國寺傳密教超悟大師賜紫三藏沙門」。他最知名的事蹟，乃
勘訂、總輯了唐以前的一切陀羅尼，彙編為《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羅尼集》，此
為極重要的密教經典，共收錄七二四首咒語，內容計三十卷。自撰序文長達一千
五百餘字，撰于唐乾寧五年（898 年）。而《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羅尼集》的紙
本已失傳，「石版經」則是在金皇統七年(1147 年)四月五日刻成，經中即收有上
述之＜阿弥陁佛大身陁羅尼＞。
（三）內容之比較
為了行文上的便利，乃依譯者之名，將往生咒諸版擬一簡稱，分別稱為「羅
什版、跋陀版、流支版、佚名版、行琳版」，請讀者自行比對。

法爾禪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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鳩摩羅什大師所翻譯的《佛說阿彌陀經》 ＜無量壽佛說往生淨土呪＞，咒
語附在經末，咒末另有說明，講述此咒的來由與誦咒的利益。一版標示的斷句可
見為十二句，共五十一字。有一處標示聲調，即「阿彌唎都」的「唎」字讀為上
聲。無標註反切，沒標句數，某些版本有斷句（以空白間隔各句）
。
求那跋陀羅大師翻譯的《小無量壽經》＜拔一切業障根本得生淨土神呪＞，
本身無經文，只有咒語。有標句數，共十五句，但斷句法跟一般習見有所不同！
全咒共五十九字，較羅什版多了「阿彌利哆毘迦蘭諦」八字。有聲調，標示「阿
彌利都」的「利」字發上聲。有三處註明反切，包括「哆他伽哆夜」之前一「哆」
為多曷切，後一「哆」為都餓切，還有「哆地夜他」的地為途賣切。
菩提流支大師翻譯的《佛說阿彌陀佛根本祕密神咒經》＜拔一切業障根本
得生極樂淨土神咒＞，咒語標示為十五句，共五十九字。與跋陀版幾乎一致，只
有兩處用字是異體字或寫法稍異，如毘與毗，眈與耽。此咒同上咒般亦有註出聲
法爾禪修中心

10

http://www.dharmazen.org

調與三處反切。
譯者佚名的＜阿彌陀佛説呪＞，無經文，只有咒語，且並未標句數，共八
十九字。有二十六處註明聲調，亦有八處標註反切。末尾有簡單說明「若能如法
受持決定得生彌陀佛國」，此旨跟往生咒相符。
行琳大師的《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陁羅尼集》＜阿弥陁佛大身陁羅尼＞，因
為該書是陁羅尼集，所以無經文，只收咒語。該咒有標句數，共十二句，八十九
字，跟上面所提到的＜阿彌陀佛説呪＞十分相仿。且於《房山石經》的版本中，
部分有刻悉曇字，如：妬北（to）
、誐引丸（g2）
、吉引七（k1）
、孕迦伏丱（ya{ka）。
本咒亦有註出聲調十一處，亦有註「二合」以標唸法，更以「引」字來標示長音。
沒有註反切，咒中也無任何說明。用字跟上一咒不盡相同，比如前者作「那謨菩
陀夜」，本咒則作「曩謨没也」，二者音同而用字異也。
藏 冊
經號

經名 卷

咒名

編/譯

經與咒的關

字 數 與

者

係

句數

T 12 佛 說 阿 無 量 壽 鳩摩 咒語附在 CBETA
0366 彌 陀 經 佛 說 往 羅什 經末，咒 版標 12
1卷
生淨土
末另有說 句
呪
明。
51 字
T 12
0368

小 無 量 拔 一 切 求那 無經文， 15 句
壽 經 1 業 障 根 跋陀 只 有 咒 59 字
卷
本得生 羅
語。
淨土神
呪

X 02 佛 說 阿
0205 彌 陀 佛
根本祕
密神咒
經 1卷
T 12
0369

拔 一 切 菩提 咒語夾在 15 句
業 障 根 流支 經文中， 59 字
本得生
有說明持
極樂淨
咒效能。
土神咒

11

有一處標示聲調， 無標
註反切，沒標句數，部
分版本有斷句（以空白
間隔各句）。
咒末附＜阿彌陀經不思
議神力傳＞(附隋錄未
詳作者) 說明詳盡。有
聲調，有三處註明反
切，有標句數。
經末附＜神呪經真偽決
疑 ＞ 文 ， 標 號 No.
205-A。有聲調，有反
切，有標句數，但斷句
法跟一般習見有所不
同。

阿 彌 陀 阿 彌 陀 佚名 無經文， 沒標句
佛説呪
佛説呪
只 有 咒 89 字
語。

法爾禪修中心

特色

跟現今流通有異。有聲
調，有多處標註反切，
末尾有簡單說明，無斷

http://www.dharmazen.org

句。
房 山 釋 教 最 阿 弥 陁 行琳 無經文， 12 句
石經 上 乘 秘 佛 大 身
只 有 咒 89 字
密 藏 陁 陁羅尼
語。
羅尼集

部分有刻悉曇字，有聲
調，以「引」字標長音，
有註「二合」以標唸法，
沒有反切，咒中無任何
說明，有標句數。

相較起來，由於佚名版與行琳版當中有若干處文字跟前三者有異，故此五
版未敢斷言是一模一樣的咒，但由前文所述可知，彼此可供比對之處仍多，故存
附此處以供檢視。以下，便將各句的擬音、語法變化、意義、用法，按照段落與
句次羅列。所引版本，以羅什版為主，其它版為輔，因為羅什版的用字與斷句，
是今日坊間最為常見與通行的。

三、各句詳釋
以下將此咒分成三個段落來探討：

第一段落
01-03 句 ：南無阿彌多婆夜 哆他伽哆夜 哆地夜他
要旨：禮敬皈依，尊稱佛名，即說咒曰。
（備註：此部份乃一般習見，較無爭議。）

第 01 句：南無阿彌多婆夜
（本句是由「南無」與「阿彌多婆夜」兩部分所組成）
（1）南無：
z 擬音：南無 namo。本字常見，較無爭議。
z 語法變化：本字由 nama`演變而來，因為後方連接的字首為 a，故連音法
法爾禪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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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為 namo。nama`的原形是 namas，而 nama`是中性、單數、主格或呼
格或業格。

z
z

意義：namas 有皈依、歸命、禮、敬禮、歸禮之意。
用法：原為「禮拜」之意，但多使用於禮敬之對象，表歸依信順，含救我、
度我、屈膝之意。故常和與格連用，做為感歎詞。
（2）阿彌多婆夜：
z 擬音：阿 a，彌 mi，多 t2，婆 bh2，夜 ya。阿彌多婆夜 amit2bh2ya。一般
常見的音譯為「阿彌陀」
，此經則譯為「阿彌多婆」
，有其用意。
（「夜」字是
語尾變化，與格，也有說是從 aya 演變而來，意義為去、朝向。）

z

語法變化：amit2bh2ya 由 amita＋2bha＋aya 所成。格位是陽性、單數、
與格。

z

意義：a-mita 是無量的、不可數；2bha＝2bh2＝bha＝bh2 皆有光明之義。
依照複合詞依主釋來解釋即是無量的光。故此經之譯法，有異於一般習稱之
「阿彌陀」
，而是「阿彌多婆」
，乃專指無量光之意也。更深一層來講，依照
佛光大辭典的解釋，此佛妙光無邊、壽命無數，故也稱無量光佛、無量壽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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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tāyus，音譯阿彌多庾）
，其所在之世界稱為清淨世界、極樂世界。
（詳
釋如下所示。）

然而就密法的觀點來看，無量光佛與無量壽佛二者有其異處：若祈求智慧，
則皈依無量光佛；若祈求延壽福樂，則皈依無量壽佛。

z

用法：
「與格」可視為間接受格，表示某種對象，一般理解為 to 的用法，故
此處有「向阿彌多婆……」的意思。
（3）全句：
z 擬音：南無阿彌多婆夜，namo amit2bh2ya。
z 意義：「向阿彌多婆皈依」，也就是「禮敬阿彌陀佛」之意。

第 02 句：哆他伽哆夜
（本句可拆解成「哆他」與「伽哆夜」兩部分來分析）
（1）哆他：
z 擬音：哆 ta，他 th2。哆他 tath2。
z 語法分析：副詞。
z 意義：有「如此」
、
「如同……一樣」
之意。（參見右表所示）
（2）伽哆夜：
z 擬音：伽 ga，哆 t2，夜 ya。伽哆夜 gat2ya。（也有可能是 a-gat2ya，最前
面的 a 被前句併掉，而無漢字擬音。）
z 語法變化：gat2ya 是由 gata＋aya 演變而來；agat2ya 則是由 agata＋aya
法爾禪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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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變而來。陽性跟中性都有，但這裡配合前句，取陽性、單數、與格。

z 意義：gata 是「去、離開」；而 a-gat2 剛好相反，是「來、抵達」。
z 用法：和第 01 句同樣是「與格」，可理解為「to」的用法。
（3）全句：
z 擬音：哆他伽哆夜，tath2gat2ya。
z 語法變化：由 tath2 加上 gat2ya 變成 tath2gat2ya；也有一說是 tath2 加上
2gat2ya，也會變成 tath2gat2ya（或寫作 tathqgat2ya，因為 2＋a＝q）
，這
裡是與格、單數、陽性。

z

意義：就字面而言，是「如同來到一樣」、「如同離去一樣」，但實際經文中
多半翻譯為「如來」，這是佛的十號之一，亦是對佛的尊稱。且如果是作
tathā-gata（如去）解釋，表示為乘真如之道，而往於佛果涅槃之義，故稱
為如去；若作 tathā-āgata（如來）解釋，則指其為由真理而來（如實而來），
而成正覺之義。二者可並存。又由於是與格型態，故此處暗藏有「向如來」
的意思，與第一句可合譯為「向阿彌陀如來禮敬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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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3 句：哆地夜他
（本句可由「哆地」與「夜他」兩部分來檢視）
（1）哆地：
z 擬音：哆 ta，地 d。哆地原先是 tad，因格位變化而形成 tat，但因與後方首
字子音 y 連音的關係，tat 又變成 tad，故漢字擬音為哆地。

z

語法變化：tat 由 tad 演變而來，其格位是中性、單數、主格。

z 意義：有「這個」之意。指示代名詞。
（2）夜他：
z 擬音：夜 ya；他 th2。夜他 yath2。
z 語法分析：yath2 在文法上是關係
詞、副詞或連接詞。
z 意義：
「如……地」、「似……地」；
經文中也有譯作「如、如是、如此、
如理、如道理、如何、如……、即
如、若如、譬如、猶、謂、隨」；
連接詞「由於、根據、因為根據、
無論用甚麼方法」。
（3）全句：
z 擬音：哆地夜他，tadyath2。
z 語法變化：複合詞 tat + yath2 ＝ tadyat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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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z

意義：謂、如、彼如此、這個就是。
用法：佛典中常用於要開始說咒之時，故譯作「即說咒曰」，其下所接就會
是咒語本身。

(待續)

註解
1

在周叔迦＜甘露陀羅尼＞（《中國佛教》第三輯

東方出版中心 1996 年）有

云：＜甘露陀羅尼＞，是阿彌陀佛的根本咒。此咒在漢文藏經中有三種譯本。一、
《甘露陀羅尼咒》，但有咒語而無經文，是唐於闐三藏實義難陀于證聖元年至長
安四年中(695～704)在佛授記寺譯。二、
《無量功德陀羅尼經》
，是宋法賢于咸平
四年(1001)譯。經中敍述此陀羅尼是佛對阿難所說，並言持咒利益當來得見彌勒
菩薩、觀自在菩薩及無量壽佛。三、
《阿彌陀佛說咒》
，失譯人名及翻譯時代。此
譯也只有咒語而無經文。咒末注云：「若能如法受持，決定得生彌陀佛國。」在
藏文甘珠爾中有兩譯本，在德格板甘珠爾，一編在十萬怛特羅部，一編在陀羅尼
集部，與法賢譯經名相同，但失譯人名。《甘露陀羅尼咒》與唐不空譯《無量壽
如來觀行供養儀軌》中的《無量壽如來根本陀羅尼》大致相同。梵文阿彌哩哆，
義為甘露，以此咒中有十阿彌哩哆句，簡稱「十甘露咒」。其餘兩譯只有「四甘
露」(阿彌哩哆)句，與《陀羅尼集經》卷二中阿彌陀佛大身咒相同。
2

例如在明嘉興藏第 19 冊，經號 B044，經名《諸經日誦集要》，卷下即列出十

小咒，中有＜往生淨土神咒＞（朝課）
、＜往生咒＞（晚課）者，內容為：
「曩謨
阿彌多婆夜。哆他伽哆夜。哆地夜他。阿彌唎都。婆毗阿彌唎哆。悉耽婆毗。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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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唎哆。毗迦蘭帝。阿彌唎哆。毗迦蘭哆。伽彌膩伽伽那。枳多迦隸娑婆訶。」
其斷句與現今流通版略異。
3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2 冊 No. 0368 ＜拔一切業障根本得生淨土神咒＞。

4

牙者芽也。菩提牙，乃謂菩提芽也，如《藥師經疏》有云：「善知識者是汝時

雨潤漬汝等菩提牙故。善知識者是汝明燈能破汝等五蓋闇故。善知識者是汝善標
教示汝等趣正覺故。」故此處是指能生發智慧種子之芽。菩提，漢譯為覺、智、
知、道。廣義而言，乃斷絕世間煩惱而成就涅槃之智慧，即佛、緣覺、聲聞各於
其果所得之覺智。
5

《佛說觀無量壽佛經》又稱《觀無量壽經》或《觀經》，有南朝劉宋彊良耶舍

譯本，一卷；另有唐善導所注《觀無量壽經疏》四卷，對後世影響較大。該經主
要宣揚西方阿彌陀極樂淨土無限美妙莊嚴，內容大抵與《佛說阿彌陀經》相似，
但其所闡發的「觀想念佛」法門，即觀想佛身，而見佛心，與《佛說阿彌陀經》
的「稱名念佛」法門不同。此修行法門在宋、元以後，逐漸為「稱名念佛」法門
取代，退為次要。
6

《佛說大乘無量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又稱《無量壽經》、《大無量壽》、《大

經》、《雙卷經》，譯本有十二種之多，此經講阿彌陀佛昔時所發之四十八願。
7

寶積部，寶積，即「積集法寶」之意──因其為大乘深妙之法，故謂之「寶」；

聚集無量之法門，故謂之「積」。此部置於大乘經五大部之第二，係集《大寶積
經》四十九會一二○卷，及其別出異譯《大方廣三戒經》以下三十三部四十九卷，
合計八十二部一六九卷。明朝之《閱藏知津》則廢寶積部而歸於方等部之中。
8

此經漢譯三本在唐麟德元年（664）撰出的《大唐內典錄·入藏錄》中已並收入

藏，同錄卷六並載明第一羅什譯本五紙，第二求那跋陀羅譯本四紙，第三玄奘譯
本十紙。又據唐開元十八年（730）撰出的《開元釋教錄·入藏錄》所載，羅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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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譯本紙數同上，求那跋陀羅譯本則未收入藏。從那時起第二譯《小無量壽經》
似已佚失。
9

例如：鳩摩羅什所譯＜無量壽佛說往生淨土呪＞中之「悉耽婆毘」一詞，在＜

阿彌陀佛説呪＞與＜阿弥陁佛大身陁羅尼＞則分別作「三婆鼙」與「三婆吠」。
在＜阿彌陀佛説呪＞有「阿弭唎羝」
，與＜阿弥陁佛大身陁羅尼＞有「阿蜜帝」
，
而＜無量壽佛說往生淨土呪＞無之。
10

《佛說阿彌陀經》又稱《小無量壽經》或《小經》。

11

為了保存佛經，使正法長住世間，隋‧大業年間（公元 605 年）
，天台宗二祖

南岳慧思大師的弟子靜琬法師遂發心刻經於石，以留傳後世。他是「房山石經」
的最早創刻者，以後他的弟子繼承師志，不斷鐫刻，代代相傳，歷經唐、遼、金、
元、明等朝代。在這千餘年間，除因戰亂出現過幾次短暫的停頓外，刻經事業一
直持續不斷，到清初才完成史無前例的刻經事業。所完成的石經分別埋在北京房
山縣雲居寺的石經山上九處洞穴，及現在雲居寺的地宮。共刻石碑一萬四千二百
七十八塊石，佛經一千一百二十二部，三千四百多卷。
12

查考大正新脩大藏經第十二冊 No. 367《稱讚淨土佛攝受經》中，大唐三藏法

師玄奘奉詔所譯之經文中，並無任何咒語。
13

元嘉（424 年—453 年）是南朝宋皇帝宋文帝劉義隆的年號，共計 29 年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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