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曇密教－咒語研究考證
八十四句大悲咒悉曇讀音分析(
八十四句大悲咒悉曇讀音分析(5)
上

下

(本篇文章為 善 祥師父所撰，未經同意，請勿引用轉載，以免犯戒。)

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祈求本文分解悉曇讀音順利，使大悲咒原音再現！」
使大悲咒原音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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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悲咒漢譯音分析
(1)唐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
唐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650~656)譯版本
譯版本 T1060
唐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
南無悉吉利埵伊蒙阿唎(十) 婆盧吉帝室佛囉馱婆(十一)
南無那囉謹墀(十二)醯唎摩訶皤哆沙咩(羊鳴音)(十三)
(2)不空法師
(2)不空法師

（705～
705～774）
774）T1064
T1064

南無悉吉栗埵伊蒙阿唎(十) 婆盧吉帝室佛羅馱婆(十一)
南無那囉謹墀(十二)醯唎摩訶皤哆沙咩(十三)
第十咒句
南無悉 吉利埵 伊蒙 阿唎
巧亙帆 邟班 珌
玅渹
Namasi k4tv2

im23 2ry2

南無 namas，依發音不同而可翻譯為，南牟、那謨、南謨、那摩、曩莫、
納莫…等。意譯作敬禮、歸敬、歸依、歸命、信從，原為「禮拜」之意，然將「南
無」兩字冠於佛名或經名前，亦表歸依之意。但多使用於禮敬之對象，表歸依信
順，含救我、度我、屈膝之意。

此處譯為「南無悉巧亙帆 namasi」，故不是原有的 namas 之語義，而是中
性名詞”禮敬”的位格，詳下圖表(locative─namasi)。故此處「南無悉巧亙帆
namasi」可以翻譯為在禮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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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悉吉利，如何來分切，悉是屬於前 namas 或是後詞 sk4，後詞 sk4 也有
字，但是由 k4 動詞所變化者，但以 sk4 卻變化不出後之 tv2，所以此「s」是屬
於前面的 namas，又因漢譯音為「悉」，故前述 namas 之位格之 namasi 應無
有誤。因後接咒語為「伊蒙 阿唎 婆盧吉帝室佛囉  馱婆」，觀此句觀自在
菩薩沒受歸禮對象之意，若有受歸禮之對象，應該用到 avalokite0var2y2，但此
後接句為 avalokite0vara，沒有 2y2 之歸依對象之字。故此 namas 是當名詞性
用是為南無悉 namasi。

後一詞「吉利埵」是邟班 k4tv2，是有已完成、已作完之義(having doing)，
係由 k4 動詞所變化而來，成為決定不可變其字尾的 k4tv2(詳下二圖表)。若與前
一句 namasi k4v2 意為在恭禮尊敬上已做完成了，此即是指大悲咒前六句等，先
歸禮三寶，再歸禮聖者觀自在菩薩、覺悟有情者、具大勢力者、及具大慈悲者，
如是已具足禮敬佛法僧三寶及觀世音菩薩諸尊稱已，算是已完成了尊敬、歸禮之
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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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第十句「南無悉吉利埵伊蒙阿唎」的後半句「伊蒙阿唎」，在慈賢
法師所翻者是分開來的，「曩莫塞訖哩(三合)怛嚩(二合)(十二)」，「伊阿哩也(二合)(十
三)」。到底是分開才好，還是合起來好，要看前後文來決定，現在暫且放下。
先來比較此「南無悉吉利埵」與「曩莫塞訖哩(三合)怛嚩(二合)(十二)」之不同處。
若依梵文連結規則看來，namas 與 k4tv2 連結，應是 nama` k4tv2(詳下圖
解)，伽梵達摩三藏與不空大師都翻成 namasi k4tv2，是故不會是 namas 之主格
或呼格 nama` (詳如上 namas 八詞類變化圖解表)，依文意解 namasi k4tv2 是合
乎語義的，即在歸禮上已做完成了歸禮之事或禮節了。

現來來分解慈賢法師之譯文「曩莫塞訖哩(三合)怛嚩(二合)(十二)」，房山石經 28
冊亦同。此處 sk4 標示三合字，但 sk4 卻變化不出 sk4tv2 之詞句，而是成為
skartv2(詳下圖解)，如此與咒文中語音發聲已不對盤。故此處除非是秘密意把前
一字 namas 之 s 拿來後面 k4 成三合字。若不是這樣，還是 sk4，此亦是 k4 之變
化(詳下圖解)格式範圍，不然塞訖哩(三合)不能連結前後詞而成為完整之字義。

又慈賢法師之譯文「曩莫塞訖哩(三合)怛嚩(二合)中，若用中古音擬音有 sai 之音，
若如此發音很難與後之”訖哩 kri”連音讀，因不合悉曇發音原則，若能讀成河洛閩南
音，則是 se，才能合乎悉曇讀音法則，故此處”塞”者，其音還是 si 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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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句後半句
伊蒙 阿唎
珌

玅渹

im2m 2ry2
「伊蒙阿唎」之「伊蒙」意思先要確定，「伊蒙」若是指這個 this，即是
指「這個聖者」，如此就用 imam，imam 即是 ayam，其業格變化即是 imam(詳
下面圖解)；若是指精神、心靈的領導者、領航者，就是要用 im2m。為解決此問
題，要先顯示後面連接整句之句義，若觀後面「婆盧吉帝室佛囉馱婆」
avalokite0vara aram dhava 語句之意，中文意為觀世音菩薩救世主中最適合者，
為…(何尊？什麼觀音菩薩？)。若前後文觀之，應以 im2m 為恰當，不能單指這
個(this)觀自在菩薩，因要於無量觀世音菩薩化身中去找一尊，故不能用 this 這
個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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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句
(阿)婆盧吉帝室佛囉
吉帝室佛囉馱婆
狣 向吐丁包湤全先呅向
avalokite0varqrandhava
本句分成三個字詞：(1) 狣向吐丁包湤先 avalokite0vara、(2)狣劣 aram、(3)
向 dhava。第一句狣向吐丁包湤先 avalokite0vara 是觀自在菩薩，下圖解言是菩
薩名稱，是北傳佛教尊敬的菩薩，其字詞之合成已於前尊稱時解釋過，故此處不
再贅述。

第二字是狣劣 aram 或狣吋 alam，都是有適當的義理，若是用狣劣 aram 時，
有釋適當的、恰意的、滿足的、…之義。若是用狣吋 alam 時，則有得力的、能
幹的、勝任的、…之義。(詳下圖解)

現在要用 aram 或 alam 要作一個選擇了，先觀般剌蜜諦大師(Pramiti705
705)所
705
翻的楞嚴咒，其中囉翻成為 la，而羅則翻成為 ra。而唐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
(650~656)所譯本咒時，較般剌蜜諦大師來得更早，故較古代大德是有將漢譯字
加口邊者代表 la 音，因此字發聲位置介於之間，故唸””時需捲高舌頭，
故要加上口字邊。而羅 ra 發音處於之間，較古代時翻譯大師以羅來表示 ra。
詳如下表楞嚴咒中般剌蜜諦大師所翻譯之 la、ra 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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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過來談阿婆盧吉帝室佛囉 avalokite0varqlam，前後詞連結發音時，形
成囉 rqlam，此處”囉”是長音，故以羅加口邊成囉 r2(詳下圖解)。其他各句羅
不加口邊者是 ra 之短音，證如後面─迦羅帝(二十一)、摩羅摩羅(二十五)、陀羅陀羅(三
十)、遮羅遮羅(三十三)，摩摩罰摩囉(三十四)。而字者是 lam，因首楞嚴經，其楞字
無加口邊，故表示 ra3，此處有加口邊，故表示捲舌音，是為 lam(如下圖解)。

若以發音來說明，亦是用 alam 比較合理，因室佛囉 0varqlam，當唸 r2
發長音時，r2 聲調之 2 尾韻母聲會提高，然後捲舌再唸 lan 唸大空音，就順勢而
能自在唸誦。現在接著說明 lam 會轉變成 lan 與後字詞連結成大空音，即是 alam
與 dhava 連結後成為 alandhava，如此始合乎 dhava 之 dha 第四句男聲音，前
一字大空音需要用第四句第五字之大空音偑 na，詳如下圖解。

第三句是馱婆 向 dhava 是何義？dhava 出現於印度史書中的 Hariv. 14952
章節裡頭，Hariv.者 hariva30a 之謂，dhava 意思有 lord 上帝、救世主之義，指
有能力護持眾生者，故以 向 dhava 來讚嘆、顯示某尊觀世音菩薩化身，當然都
是有無量能力的救世主。(詳如下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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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句語詞狣向吐丁包湤先 avalokite0vara 觀自在菩薩，與後面狣先呅向 alandhava，則解釋為「有得力的、能幹的、勝任的觀自在菩薩救世主化身中」，後
一句為南無那囉謹墀 n2rak1ndhi，”我歸禮…””。
總結本句「阿婆盧吉帝室佛囉馱婆」狣 向吐丁包湤全匡呅向 avalokite0varqlan–dhava，其意思是「於諸多觀世音菩薩化身的救世主中」，我現在誦大
悲咒是要歸禮哪一尊觀世音菩薩之化身呢？後面接著是南無那囉謹墀
n2rak1ndhi。
第十二句
南無 那囉謹墀
巧伕 左先七吜
Namo n2rak1ndhi
Nama` n2rak1ndhi 連結讀音後，Nama`會轉成為 namo，n2rak1ndhi 本尊
是何觀世音菩薩所化的化身？有人把大悲咒本尊─那囉謹墀翻譯成青頸觀音，但
青頸觀音是抳羅健詑、儞攞建制 n1laka56ha，其音是顯然不同的。且如慈賢大師
所翻的  攞建姹大悲咒，第十六句是  攞建姹 n1laka56ha，n1la ─dyed with
indigo 靛藍色，ka56ha 是頸部，故稱青頸觀音。此咒在此前十五句中，與 84 句
大悲咒是有些相同的。

當我第一次試翻譯千手千眼大悲咒，翻譯好時，知道不是完美的，就拿到千
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像前放著，然後頂禮下去，心中起了一句「破地獄觀音」本尊
之心聲，難道「那囉謹墀」是破地獄觀音？梵文怎麼來合成呢？n2raka 是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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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惟地獄要用陰性，故成為 n2rak1。後一字是 Idh 字根，是為點燃火光，現
起光明之義，Idh
Idh 轉變成 Indh
indhi。n2rak1
經與 indhi 連結詞
Indh，文法上再變化為
dh
indhi
後，此句就成為 n2rak1ndhi 光明照耀地獄，當然地獄不可能破，但佛光可以照
耀地獄眾生，讓其脫離地獄，使眾生離苦得樂，故引伸說為破地獄觀音(詳下列
各圖片解說)。

談到破地獄觀音，可從辭典解釋六
六觀音中見到，六觀音是教化六道之六種觀
世音菩薩化身，即大悲觀世音、大慈觀世音、師子無畏觀世音、大光普照觀世音、
天人丈夫觀世音、大梵深遠觀世音等。據《摩訶止觀》記載：
六字章句陀羅尼能破煩惱障，淨於三毒根成佛道無疑。六字即是六觀世音，
能破六道三障。所謂大悲觀世音破地獄道三障，此道苦重宜用大悲。大慈觀世音
破餓鬼道三障，此道飢渴宜用大慈。師子無畏觀世音破畜生道三障，獸王威猛宜
用無畏也。大光普照觀世音破阿脩羅道三障，其道猜忌嫉疑偏宜用普照也。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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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觀世音破人道三障，人道有事理，事伏憍慢稱天人，理則見佛性故稱丈夫。
大梵深遠觀世音破天道三障，梵是天主標主得臣也。廣六觀世音，即是二十五三
昧。大悲即是無垢三昧，大慈即是心樂三昧，師子即是不退三昧，大光即是歡喜
三昧，丈夫即是如幻等四三昧，大梵即是不動等十七三昧。節錄如下：

(1) 大悲觀世音破地獄道三障；
(2) 大慈觀世音破餓鬼道三障；
(3) 師子無畏觀世音破畜生道三障；
(4) 大光普照觀世音破阿修羅道三障；
(5) 天人丈夫觀世音破人道三障；
(6) 大梵深遠觀世音破天道三障。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化身共有廿五尊菩薩，各有四十手，合共為千手，每手
中有一眼，故合成為千眼，稱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千光眼觀自在菩薩祕密法
經》云：諸大菩薩說是陀羅尼已，告諸大眾，是陀羅尼乃是過去諸佛之所同說，
能受持者必得利樂，說是語已入于三昧，或一菩薩入無垢三昧，於四十手現出四
十菩薩破地獄有。
佛光辭典云，破地獄觀音具何佛力？大悲觀世音菩薩以佛力、法力助眾生脫
離地獄之苦，稱為破地獄。為破地獄所唱之誦文，則稱破地獄文。人若深信三寶，
則可生於善趣；不信者，則墮於惡趣；破地獄之說即由此一觀念衍生者。在本生
經與譬喻經類中多處主張陷種種之危難，遇羅剎之牢城及地獄時，若稱念「南無
佛」之號，即可免於危難。
四十觀音─
四十觀音─指密教之中應千手觀音之四十手而顯現之化身菩薩。於五部五法之中
各有八手，故共成四十真言法，即：
(1) 佛部息災法─有化佛手不離觀音、羂索手持索觀音、施無畏手除怖觀音、白
拂手拂難觀音、榜棑手現怒觀音、鉞斧手鎮難觀音、戟矟手破賊觀音、楊柳
手藥王觀音。
(2) 金剛部調伏法─有三鈷手金剛觀音、獨鈷手持杵觀音、寶劍手寶劍觀音、宮
殿手大勢觀音、金輪手不轉觀音、寶鉢手寶鉢觀音、日摩尼手日精觀音、月
摩尼手月精觀音。
(3) 寶部增益法─有如意珠手與願觀音、寶弓手寶弓觀音、寶經手般若觀音、白
蓮手分荼利觀音、青蓮手見佛觀音、寶鐸手法音觀音、紫蓮手見蓮觀音、蒲
桃手護地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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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蓮華部敬愛法─有蓮花合掌手現敬觀音、寶鏡手鏡智觀音、寶印手智印觀音、
玉環手持環觀音、胡瓶手持瓶觀音、軍持手禪定觀音、紅蓮手天花觀音、錫
杖手慈杖觀音。
(5) 羯磨部鉤召法─有鐵鉤手鉤召觀音、頂上化佛手灌頂觀音、數珠手念珠觀音、
寶螺手持螺觀音、寶箭手速值觀音、寶篋手見隱觀音、髑髏手縛鬼觀音、五
色雲手仙雲觀音等。
所謂三十三觀音者是觀世音菩薩為攝化而自在示現之三十三種形像。《法華
經普門品》三十三觀音之名稱及形像為：
(1) 楊柳觀音─踞坐岩上，右手執楊柳，表千手觀音之楊柳手三昧。
(2) 龍頭觀音─乘雲中之龍，表三十三身之天龍身。
(3) 持經觀音─箕坐岩上，右手持經卷，表三十三身中之聲聞身。
(4) 圓光觀音─身邊放光明，表法華經普門品：「或遭王難苦，臨刑欲壽終，念
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之文意。
(5) 遊戲觀音─箕坐雲中，表法華經普門品：「或被惡人逐，墮落金剛山，念彼
觀音力，不能損一毛」之文意。
(6) 白衣觀音─Pāndaravāsinī，敷草坐岩上，結定印，表三十三身中之比丘、比
丘尼身。
(7) 蓮臥觀音─合掌，左向坐荷葉上，表三十三身中之小王身。
(8) 瀧見觀音─倚岩視右方之瀑布，表表法華經普門品：「假使興害意，推落大
火坑，念彼觀音力，火坑變成池」之文意。
(9) 施藥觀音─坐於池邊，注視蓮華，表法華經普門品：「或在須彌峰，為人所
推墮，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之文意。
(10) 魚籃觀音─乘大魚，浮於水上，表法華經普門品：「或遇惡羅剎，毒龍諸鬼
等，念彼觀音力，時悉不敢害」之文意。
(11) 德王觀音─趺坐岩上，右手執柳枝，表三十三身中之梵王身。
(12) 水月觀音─乘蓮瓣，立於水中，注視水中之月，表三十三身中之辟支佛身。
(13) 一葉觀音─乘一葉蓮瓣，浮於水上，表三十三身中之宰官身。
(14) 青頸觀音─nīlakantha，倚岩，左方有瓶，插以柳枝，表三十三身中之佛身。
(15) 威德觀音─箕坐，左手持蓮，表三十三身中之天大將軍身。
(16) 延命觀音─倚水上之岩，右手支頰，表法華經普門品：「咒詛諸毒藥，所欲
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之文意。
(17) 眾寶觀音─向左平坐，表三十三身中之長者身。
(18) 岩戶觀音─端坐岩窟中，表法華經普門品：「蚖蛇及蝮蠍，氣毒煙火燃，念
彼觀音力，尋聲自迴去」之文意。

法爾禪修中心

11

http://www.dharmazen.org

(19) 能靜觀音─在岩壁間，兩手按一岩上，表法華經普門品：
「為求金銀琉璃，…，
等寶，入於大海，假使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剎鬼國，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稱
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人等皆得解脫羅剎之難」之文意。
(20) 阿耨觀音─坐岩觀海，表法華經普門品：「或漂流巨海，龍魚諸鬼難，念彼
觀音力，波浪不能沒」之文意。
(21) 阿摩提觀音─箕坐岩上，表三十三身中之毘沙門身。
(22) 葉衣觀音─Parnaśavarī，敷草坐岩上，表三十三身中之帝釋身。
(23) 琉璃觀音─乘蓮瓣，立於水上，兩手持，表三十三身中之自在天身。
(24) 多羅尊觀音─tāla，立雲中，表法華經普門品：「或值怨賊繞，各執刀加害，
念彼觀音力，咸即起慈心」之文意。
(25) 蛤蜊觀音─示現蛤蜊中，表三十三身中之菩薩身。
(26) 六時觀音─右手持梵夾之立像，表三十三身中之居士身。
(27) 普悲觀音─衣端受風之立像，表三十三身中之大自在天身。
(28) 馬郎婦觀音─婦女立像，表三十三身中之婦女身。
(29) 合掌觀音─合掌立像，表三十三身中之婆羅門身。
(30) 一如觀音─坐雲中作飛行狀，表法華經普門品：「雲雷鼓掣電，降雹澍大雨，
念彼觀音力，應時得消散」之文意。
(31) 不二觀音─兩手相叉立荷葉上，表三十三身中之執金剛身。
(32) 持蓮觀音─持一莖之蓮，立荷葉上，表三十三身中之童男童女身。
(33) 灑水觀音─左手持鉢，右手執楊柳枝之立像，表法華經普門品：「若為大水
所漂，稱其名號，即得淺處」之文意。

悉曇音聲分析：
悉曇音聲分析：
第十句
南無悉 吉利埵 伊蒙 阿唎(十)
巧亙帆

邟班 珌

Namasi k4tv2

玅渹

im23 2ry2

1.南巧 na 字音：
巧 na 南字音【廣韻、集韻、韻會、正韻，那含切 nom 平聲】，【古今音表，
那含切 nam 平聲】，【廈門音，lan、lam】。一般漢譯字是”那”為最通常所見，
那為何此處漢譯音翻成”南”nam，因此處有麁顯悉曇音在，根據悉曇麁顯耎密原
則，後字 ma 是第五句第五字空音，ma 亦屬於男聲怒濁聲，故其前一字母要發
空音，所以就成為 nam，也可以直接說借後字聲母來成自己音聲，故 na 即要唸
成 nam，以鼻音 m 收尾。Nam 有達恭敬、柔軟心之聲，從語音中來看此誦誦者
法爾禪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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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敬意，故要發成悉曇空音成為 nam。

2.無亙 ma 字音：
亙 ma─不轉音時本是讀”摩、麼”，此處轉成悉曇音就讀成”無 mo”，
主要因受後面一字”悉 si”連音之影響，所以就轉成”ma`”涅槃音，ma`又有
mo 之音聲，所以”南無”發 namo 之聲。”無”字音【廣韻：武夫切 mo 平聲】、
【集韻、韻會、正韻：微夫切 mo 平聲】，古今音表，武夫切 mu 平聲、廈門音，
mu、 ki 、bu、 bo，故此處可讀為 mo 之音聲。

3.悉帆 si 字音：
悉 si 字音【廣韻、集韻、韻會、正韻：息七切 sik 入聲】，依漢字古今音表，
中上古音 siet，吳韻則為 si`，河洛閩南音韻亦是 sit，故此悉發音成 si`是無有
疑義，因屹 sa 是九遍口字，具有此涅槃音 si`故。又後接字為後接 k4 故 si 得發
涅槃音，漢譯擬音剛好是 sik、sit，是含有涅槃音在，整句為 namasi 讀因為 nam
ma` s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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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吉利 k4 字音：
吉音【廣韻：居質切 ki 入聲】、【集韻、韻會、正韻：激質切 kik 入聲】，
故擬音為 kik，有涅槃音。依漢字古今音表，則中古音為 kiet，吳韻為ʨish，河
洛閩南音韻亦是 kit。
利者【廣韻、集韻、韻會：力至切 li 去聲】、【正韻：力地切 li 去聲】，因
ri 古代中文無此音，故 li 通 ri，此 ri 音是為 4。依漢字古今音表，則中古音為 li，
吳韻為 li，河洛閩南音韻亦是 li。吉利 k4，合讀為 kiri。

5.埵班 tv2 音：
埵班 tv2 音【廣韻：丁果切 tua 上聲】、【集韻：都果切 tua 上聲】，故擬
音為 tua。依漢字古今音表，則中古音為 tua，河洛閩南音韻亦是 to，此處應讀
為 tua。tv2 何不讀為 tav2，若是讀 tav2 其後應還要接 ya 等字母，才能讀作 tav2，

法爾禪修中心

14

http://www.dharmazen.org

如 sattv2y2，要讀成 sat ta vai ya。若是後面不接 ya 之音時，就要讀成 tva，因
v 即是 u 之音，故要讀成 tua，其理已明。

6.伊 i 字音：
伊珌，伊者依漢字古今音表，則中古音為 i，河洛閩南音韻亦是 i，吳音為 ji，
【廣韻：於脂切 qjii 平聲】、【集韻：於夷切 qii 平聲】、【韻會：ㄠ夷切 ?ii
平聲】、【正韻：於宜切 qie 平聲】。故以中古音為 i，河洛閩南音韻 i 來讀，此
處單純以 i 讀之即可。

7.蒙 m23 字音者
蒙 m23 字音者依漢字古今音表，則中古音為 muŋ，河洛閩南音韻亦是 boŋ，
吳音為 moŋ。【廣韻：莫紅切 mung 平聲】、【集韻：謨蓬切 mung 平聲】、【集
韻：迷浮切 miu 平聲】、【集韻、韻會：母總切 mung 上聲】、【韻補：莫江
切平聲 mrung】。故以中古音為 muŋ，吳音 moŋ，河洛閩南音韻 boŋ、bong 等來
讀，此處單純以 mom 讀之即可，因 moŋ、bonŋ都是第五句門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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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阿唎
玅渹
2ry2
2ry2 阿唎者，阿者長音 2 如上述，唎者是 li，中國中古音此音，因加口邊
似與玹 ri 同，同樣””因是有口邊表示，是為長音 y2，因””者長音也。

第十一句
婆盧吉帝
室佛囉  馱婆
狣向吐丁包 湤全 匡 呅向
Avalokite

0varq

lan dhava

(一)婆盧吉帝
向吐丁包
valokite
1.婆向 va 字音
婆向 va 字音，【廣韻：薄波切 bua 平聲】、【集韻：蒲波切 bua 平聲】、
【韻會、正韻：蒲禾切 bua 平聲】，唇音 bu 有 v 之音，後接韻母，則成為 va 之
音聲。若以古今漢音表，中古音為 bua，吳音 bu，河洛閩南音韻 po 等來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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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閩南音韻 po 外，中古音為 bua 讀音，與上述之音並無不同。惟 va 為九遍口
音之一，其字要唸成涅槃音，故要發為 va`之音聲。詳下圖解表。

2.盧吐 lo 字音者：
盧吐 lo 字音者，【廣韻：落胡切 lo 平聲】、【集韻、正韻：龍都切 lo 平聲】、
【韻會：籠都切 lo 平聲】、【正韻：凌如切 lo 平聲】、【字彙：盧回切 luai 平
聲】等等，可知似應讀 lo 音聲。若以古今漢音表，中古音為 lu，吳音 lau，河洛
閩南音韻 lo 等來讀，吳音 lau、河洛閩南音韻 lo，與上述韻音聲似相同為 lo，而
中古音為 lu 讀音與上述之音有不同。惟 lo 後接字為吉 kit 之音聲，其音聲有涅槃
音，故 lo 可能要發為 lo`之音聲。詳下圖解表。

3.吉丁 ki 音者：
吉丁 ki 音者，【廣韻：居質切 ki 入聲】、【集韻、韻會、正韻：激質切 ki
入聲】，所以擬音有 ki`之音聲。若以古今漢音表，中古音為 kiet，吳音為 tsit，
河洛閩南音韻 kit 等來讀，河洛閩南音韻 kit，與上述韻音聲似相同為 lit，而中古
音為 kiet 讀音與上述之音亦有同音。故本音 ki`與後字連結”帝 te”，前一字亦故
應讀涅槃音 ki`之音聲，故吉丁 ki 音要發為吉 ki`之音聲。詳下圖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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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帝包 te 音者：
帝【廣韻：都計切 te 去聲】、【集韻、韻會、正韻：丁計切 te 去聲】，擬
音似應為 te`。若以古今漢音表，中古音為 tiei，此 tiei 中第一個 i，是介音，介
於 t 與 e 之間，與前與後互為協音後再連結，故此還是發 te 之音。此處吳音為
ti，河洛閩南音韻 te 等來讀，此三音都未加涅槃音，如廣韻、集韻、韻會、正韻
等都註去聲，故本音讀成”帝 te”。詳下圖解表。

(二)室佛囉
室佛囉
湤全吋
0varqlam
1.室在 0a 字音者：
室 0a 字音者，室【廣韻、集韻、韻會、正韻：式質切 sji 入聲】、【集韻、
韻會：式吏切 sji 去聲】，sj 擬音應為 0，後加 i 則成為 0i，又因有入聲，故表示
有涅槃音，即要發 0i`(0it)之音。
至於夏門音”室”發 sek 之音亦有可能，但要看後接字是發何音，才能來取
捨。以後接字”佛”字觀之，可能要發 i 韻母聲，故此字聲還是以 0it 為可能之
發音。詳下圖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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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佛向 va 字音者：
佛向 va 字音者，本單純發”嚩”之聲音，惟此處安”佛”字音聲，定已是
被轉音了。依【集韻、韻會、正韻：薄宓切 bi 入聲】、【廣韻：符弗切 byo 入
聲】、【集韻、韻會、正韻：符勿切 byo 入聲】、【集韻、正韻：薄沒切 buo 入
聲】，若以古今漢音表，中古音為 but，吳音有 va`，河洛閩南音韻 hut、put 等
來讀。廣韻 by 可擬音為 v，此處應有 bi、vu、bo 等音，三者都是唇內音，又都
具入聲，故有涅槃音之勢。鑑於上字”室 sit
sit”音有唇內音之樣，故此處 bi、vu、
bo 三音都有可能被選用。若以室佛囉 0ivara 之連音觀之，0ivira、0ivora 都有可
能順利讀之。詳下圖解表。

3.囉先 ra 字音者：
囉先 ra 字音者，【廣韻：魯何切 la 平聲】、【集韻、韻會：良何切 la 平聲】、
【正韻：郎何切 la 平聲】、【集韻：利遮切 la 平聲】、【集韻：郎可切 la 上聲、
【集韻：郎佐切 la 去聲】。若以古今漢音表，中古音為 la，吳音有 lau，河洛閩
南音韻 lo 等。此處擬音應似為囉先 ra，古代無此 ra 音故，故表中云 la 者，即是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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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狣吋 alam 字音者：
阿者本狣之聲韻，無有疑異。吋 lam 字者，字典無此字，以楞字研討
之。楞字【廣韻魯登切 lo{平聲】、【集韻、韻會、正韻：盧何切 lo{平聲】，
此處擬音以 lam 為可能。若以古今漢音表，中古音為 laŋ，吳音有 lan，河洛閩南
音韻 liŋ等。此處擬音應似為中古音為 laŋ為主，故表中云 laŋ者。

(三)馱婆
向
dhava
1.馱 dha 音者：
馱 dha 音者，【集韻、韻會、正韻：唐佐切 dha 去聲】、【廣韻：徒何切
da 平聲】、集韻、韻會、正韻：唐何切 da 平聲】、【集韻、五音集韻：徒蓋切
da 去聲】。若以古今漢音表，中古音為 da，吳音有 dau，河洛閩南音韻 to 等。
擬音雖有 da 之聲，但綜觀諸資料，此音應為 dha，如下圖解表都是讀成 dha 之音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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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婆向 va 音者：
婆向 va 音者，【廣韻：薄波切 bua 平聲】、【集韻：蒲波切 bua 平聲】、【韻
會、正韻：蒲禾切 bua 平聲】，諸韻為 bu 時即是有 v 之聲母，接後韻母 a，則應
為 va。若以古今漢音表，中古音為 bua，吳音有 bu，河洛閩南音韻 po 等。擬音
似應為 va 之音聲。

第十二句
南無 那囉謹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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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伕 左先七吜
Namo n2rak1ndhi
(一)南無
1.那巧 na 字音者：
那巧 na 字音者，【廣韻：諾何切 na 平聲】、【集韻、韻會：囊何切 na 平
聲】、【正韻：奴何切 na 平聲】、【廣韻、正韻：奴可切 na 上聲】、【集韻：
乃可切 na 上聲】、【廣韻：奴箇切 na 去聲】、【集韻、韻會、正韻：乃箇切 na
去聲】，古今音表：中古音諾何切、奴箇切 na 平聲、奴可切 na 上聲，閩南音 lo，
【廈門音：to、 ta、 na 、lo】，此等資料觀之，那 na 字者應是 na 無誤，惟其
唸法要唸能南 nam，這是悉曇發音原則，後接字為 ma 時，其前一字要發空音，
是即 na 則成為 nam 之音聲。

2.無伕 mo 字音者：
無伕 mo 字音者，原是 ma`，後接 n2rak1ndhi 時，連音後即形成 namo
n2rak1ndhi，如下圖解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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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那囉謹墀
1.那巧 na 字音者：
那巧 na 字音者，【廣韻：諾何切 na 平聲】、【集韻、韻會：囊何切 na 平
聲】、【正韻：奴何切 na 平聲】、【廣韻、正韻：奴可切 na 上聲】、【集韻：
乃可切 na 上聲】、【廣韻：奴箇切 na 去聲】、【集韻、韻會、正韻：乃箇切 na
去聲】，古今音表：中古音諾何切、奴箇切 na 平聲、奴可切 na 上聲，閩南音 lo，
【廈門音：to、 ta、 na 、lo】，此等資料觀之，那 na 字者應是 na 無誤，此處
為 n2 之長音。

2.羅先 ra 字音者：
羅先 ra 字音者，【廣韻：魯何切 la 平聲】、【集韻、韻會：良何切 la 平聲、
上聲】、【正韻：郎何切 la 平聲、上聲】、【集韻：利遮切 la 平聲】、【集韻：
郎可切 la 上聲】、【集韻：郎佐切 la 去聲】，古音 la 者即是 ra 之音聲，述如前
文。
古今音表：中古音 魯何切 la 平聲、閩南音 lo。廈門音： lo。此處 ra 擬音，
閩南、夏門等雖有 lo 之音生，是故可能會發 lo`之音聲，宜為 ra 應無誤。若如此，
本音節有可能要發 ro`之聲，因 ra 是九遍口音之一，後應加涅槃音，即成 ra`，
ra`隱含有 ro`之音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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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謹墀七吜字音者：
謹墀七吜 k1ndhi 字音者，先談謹 kin 音聲，【廣韻：居隱切 kon 上聲】、【集
韻、韻會：几隱切 kon 上聲】、【字彙：渠斤切 gon 平聲、去聲】，此等切韻聲
似不合本處之音聲。而古今音表：中古音 居隱切 kən 平聲、閩南音 kin，廈門音：
kin，後之二者較符合謹 kin 之音聲。

4.墀 dhi 字音者：
墀 字音者，【廣韻：直尼切 ḍi/di 平聲】、【集韻、韻會：陳尼切ḍi/di 平
聲】、【正韻：陳知切ḍi/di or ḍe/de 平聲】，經查梵文墀者有諸借聲，如上之音
切，或 kundikā，音譯軍持、軍遲、捃稚迦、君持
君持、君遲，墀與遲似都有用
di 之
君持
聲音。古今音表：中古音墀，居隱切ḍi 平聲、閩南音 ti，廈門音：ti 聲。此處所
示皆是 di 或 ti 之聲音。然而，整句「那羅謹墀」等字詞，查卅二萬字英梵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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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及梵漢大辭典，應是 indhi 之音義，已如前上述，故此處應是 n2rak1ndhi，
所以此處疑似為 dhi 之音聲為是。

三、大悲咒悉曇音譜(
大悲咒悉曇音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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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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