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教簡介—
悉曇涅槃音與大空音讀法之探討(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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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麁顯耎密漢譯音舉例
(一)、麁顯耎密音聲總結
在悉曇咒語中，麁顯者即一看漢譯音即知道讀音，也是怒濁男聲音字母字之
前一字母要發大空音。而耎密音、涅槃音很難理解，惟知漢譯音即能知之，或是
漢譯音時，括弧或小字體有注入聲者，都是耎密涅槃音之意。不然就要自己懂得
悉曇發音之教戰原則來判斷─
(1)只要有無氣聲之女聲音字母，後接字母要降入男聲音之時，定要加上耎密
涅槃音。
(2)只要有無氣聲之男聲音字母，後接字母要升入女聲音之時，定要加上耎密
涅槃音。
(3)九遍口音之字，前字母不管是男女聲音，前字母都要加上軟密涅槃音。
(4)若是前一字男聲音喉部發音字母，後接舌音、唇音時，都得先轉移發音位
置，如從阿喉部轉第三轉音 i 舌部，最後接 t(舌音)、p(唇音)開頭之字母即是。

(二)、下列漢譯音字母似有涅槃音(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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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歴字母明顯易知之者，如：
(1)韻母─狣惡（a`）、玅(2)、珌億（i`）、珂益（1`）、珈郁（u`）、珅
屋（9`）、珫（e`）、玿（ai`）、珇（o`）、玾（au`）
(2)聲母：
第一句：一屩（八 ka`）、几却（上 kha`）、丫虐（勺 ga`）、千 （寸
gha`）、甮 （廾{a`）
第二句─弋灼（予 ca`）、云淖（今 cha`）、介弱（切 ja`）、刈杓（友 jha`）、
及弱（屯#a`）
第三句：巴 （文 6a`）、 拆（
偑

（

6ha`）、毛搦（王 7a`）、丙擇（仔 7ha`）、

5a`）

第四句：凹 （半 ta`）、卉詫（叩 tha`）、叨諾（叭 da`）、 澤（ dha`）、
巧諾（打 na`）
第五句：扔博（母 pa`）、民伯（甘 pha`）、生謨（目 ba`）、矛簿（乩
bha`）、亙莫（休 ma`）
（匈 ra`）、匡落（各 la`）、向嗼（地

九遍口音：伏藥（兆 ya`）、先

va`）、在釋（妃 0a`）、好嗦（尖=a`）、屹索（戍 sa`）、成曤（有 ha`）、
朽吃索（江 k=a`）二合等也。

(三)、漢譯音字有隱密涅槃音舉例說明
1.鑠嗦(妃戍 0a` sa`)、索臛(戍

sa` ho`)、吃索(江 k=a`)(二合皆帶第一轉

音入聲呼之)
2.婆(地 va`─入聲)
法爾禪修中心

2

http://www.dharmazen.org

3.索嚯(戍有 sa` ha`入聲呼)屹索（戍 sa`）、成曤（有 ha`）、朽吃索（江
k=a`）
4.斛(

ho`─入聲呼)

5.嚩(地 va`─入聲呼之)
6.惹(屯 ja`─入聲)
7.弱((泇 jja ─入聲)
8.阿(珆 a`入聲七)
9.淨地真言─唵 囉儒(引)波誐哆(引入丫半 gata`) 薩嚩 達摩(引入聲呼 dharm2`
搬）
10.淨身真言─娑嚩( 二 合 )婆(2)嚩 秫馱( 引 入 0uddha`圩

) 薩嚩 達摩( 引 入

dharma` 搬)
11.唵湡 o

爾允(jī)曩巧(na)仍(入聲)(而孕反)

(ji`)

12.《佛說隨求即得大自在陀羅尼神呪經》那麼 薩婆 怛他揭哆南(一)那謨 勃陀 達
摩 僧祇(岐曳切)瓢(二) 唵(三) 毘(戾惟切)補羅(入聲 vipula`合旦各) 揭

(四)

毘末隷 闍耶

揭(入聲 ga`勺) (rbhe)

(四)、漢譯音字有空音之舉例
舌內音空音作安字 an 也，諸眞言中注諸空點並有三意。
kh13 企孕。
gu3 喁珌 i 伊、

ki3 緊琲 na 那、ra 囉、 ki3 緊才 ci 旨先 ra 羅。

入 ka3 劍、姆 gra3 誐覽(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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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3 喞

j#a3 然二尹 ca3 占向 va 嚩怪 jra3 日覽(其二)。

一 ka 迦 {i3 (知降反)一。 5a3  6u3 砧支 6a3 、
吒 ve 吠 dha3 鄧句 da3 能 =6ra 瑟吒囉沼 tra3 怛陵丫 ga 蘖

513 抳炎(其三)。
ti3 丹刃 ga3

蘖仟 ta3 丹狣 a 阿兮 je 爾仟 ta3 單二。
dha 駄

tu3 敦仟 ta3 擔沼 tra3 怛覽(其四)

dhva3 特奉一 正 pa3 半凸 ti 底弁 ne 寧二 帆 si 徒伐 ma3 瞞正 pa3 泛伐
ma3

(其五)

介 ja 惹兇 ya3 愆凸 ti 底向 va 嚩怪 jra3 日朗 dhra3 駄

奸 0a3 商一 ka

羯刑 re 隷戌 sa3 僧一 ka 迦先 ra 羅一李 dye 儞以奸 0a3 羶曳 ha3 悍矛 bha 薄
丫 ga 誐圳 va3 晩二兇 ya3 焔朽 k=a 乞衫(其六)
既有三種空點之音，自有三種涅槃之音明矣。

十一、涅槃音及大空音舉例研學
目前已大略學習到涅槃音與大空音的基本原則，現在以舉例方式來學習悉曇
涅槃音與大空音讀法，最後舉法爾網站上咒語來學習悉曇涅槃音與大空音讀法。
1.《悉曇略記》云：
「 猣字本爲成達磨音，亙字之上加半體先也。屹湱、一
猣等皆爲成上字入聲下字首加半體先也，凡字上半體先字十之九爲舌内涅槃點之
音也。全眞云：且如屹薩湱嚩二字中間有羅字聲即名爲半字，若梵書即寄囉字一
半在於嚩字頭。」《悉曇藏》云：薩嚩屹湱 sarva 以半體棇囉字加砉嚩字之上。
或時具足云：娑囉嚩(sarva─全部讀時成 sarava)。或時簡略云：薩嚩者(sa` va)，
以囉半音隱娑字下，呼云：薩嚩(這是悉曇耎密之讀法，有 r 省略，然後加涅槃
音成 sa` va 或 sa` va`)。以麁顯音呼，簡略云：散婆(此是麁顯音 sa3 va`，sa
加大空音{於 sa 之後，sa 即讀成 sa{─散漢譯音，若轉成唇內音時，則讀成 s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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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云云。」以梵文言，若 ra 字常被當促音、阿音唸，之時如云石守先石弋，
實唸成石守狣石弋也。凡如此義其例甚多。
2.《悉曇略記》云：
「《悉曇藏》云：或第五五字(小{a、及#a、偑 5a、巧 na、
亙 ma)及九字中向嚩字，皆以上字注空點(揲 a3)。或九字中先囉、砎攞、砃捨、
砓灑、祊娑、成賀、朽乞叉等字，皆於上字注涅槃音(揵 a`)。真言中祊索成訶
(saha─讀成 sa ` ha`)、石避砓灑(bhisa─讀成 bhi` sa`)等也。
3.《悉曇略記》云：
「《悉曇藏》云：先囉、砎攞二字加諸字之下，其上合字
如涅槃音(揵 a`)。諸真言中咒吉羅(kara─讀成 ka` ra 或轉成 kia` ra`)、姣吉攞
(kala─讀成 ka` la 或轉成 kia` la`、奇蘗囉(gara─讀成 gia` ra 或轉成 giat ra`)、
室囉侷(0ara─讀成 0ia` ra`或轉成 0iat ra`)、薩囉哎(sara─讀成 sa` ra`)、湥
怛羅(tara─讀成 ta` ra`)等也。已上抄。」
4.《悉曇略記》云：「《悉曇藏》云：又一迦字若有(在)諸字之下，其上字如
涅槃音(揵 a`)。又字下得一 ka、几 kha、丫 ga、千 gha、成 ha、朽 k=a 字（這
些都是喉嚨音？），上字即有喉内涅槃點音（(揵 a`）：「亙 makka 莫迦（莫
→ma`）。諸真言中盷託一迦(thaka─讀成 tha` ka)、祊薩 得迦(satka─讀成
sa` ta` ka)、扔博一迦(pha ka─讀成 pha` ka，音轉成─博迦 pho ka)。又如矛
丫 bhaga 薄伽（薄→bha`）、仿刁 mukhi 穆棄（穆→mu`）、仿朽 muk=a 木叉
（木→mu`）、屹成 saha 索賀（索→sa`）」等也。（蝶註：莫、薄、穆、木、
索，都是入聲字。）
5. 《 悉 曇 略 記 》 云 ：「《 悉 曇 藏 》 云 ： 又 祊 三 渱 藐 湨 三 肴 沒 咥 馱
(samyaksa3buddha─讀成 sammya` sa3buddha)、石毘如色 訖帝(bhi =i
kte─讀成 bhi =i` kite)等是也。
6.《悉曇略記》云：「《悉曇藏》云：又由沒湀馱字，此益馱字以第三叨(da)
加第四馱 (dha)之上，以叨(da)音攝上字入聲(促音─讀成 bu` dha)也，諸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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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若此咥馱字有諸字之下，其上字有涅槃音(揵 a`)。謂由沒益馱(buddha─讀成
bu` dha)、圩秫益馱(0uddha─讀成 0u` dha)、帆悉砸曇(siddha3─讀能 si`
dha3)等也。沒(bu)字或本用勃(bo─bau`)字。秫(su`)字或本用術(0o─sua`)
字。又用舜入(0un`)字也，悉字(si`)或本用七(ci`)字，皆是上字入聲字(促音─涅
槃音)也。大佛頂中祊颯(sap)掌哆(pta)(sapta─讀成 sap-ta，p 成`促音)字可例之
也，無垢淨光真言有祊颯掌哆(上同)之文，大悲心陀羅尼有砃攝芩娜之句(盲凸在
芩 prati0avda─是響也，讀成 0a` da 可以轉成攝 0iep 娜 da)，是則下扔字、向
攝上字入聲(促聲)也。颯祊讀成涅槃音有諸多例子，如下表所列都是─sap、
svara(音天)、…。

7.釋迦牟尼(Śākyamuni)云釋迦文(Śiak-kya-mun)，吠室囉摩拏(Vaiśravana)
云毘沙門(Vaiśravan─讀成 Vi=ua` nan ─多聞天)。波羅蜜多(pāramitā)云波羅蜜
(pārami`)。阿嚕利迦(arurika)云阿嚕力(arurik)，皆是下句攝上聲也。
8.或記云：其 字上不加叨字則名半字，若加叨字乃名滿字。云云。今見梵
書，一迦、先囉、叨娜等之字，有(在)諸字之下，其上字多分有涅槃音(揵 a`)。
9.《悉曇藏》云：渮枳孃字，第二句末癹，若第三句末偑拏，合兩字，省以
為一字。此癹若、偑拏字，中天云癹孃(女兩反)女字漢書，偑拏(陀爽反)，北天云：癹
若(人者反)，人字漢書，偑拏(乃亞反)，乃字漢音。南天云：癹若(而下反)，而字吳音，
偑拏(搯下反)搯字吳音，故合兩字或云社若(ja#a)，或云枳攘(j#a)。或以此渮字直呼
云攘吳音。已上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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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韻母轉音在悉曇中作用之意義
悉曇要讀得升沉柔順或忿怒中不失慈悲心，除男聲音、女聲音、非男非女聲
外，最重要的是字母間的發音之音便、不音便問題，所以同樣一個大空音、涅槃
音，有時唸原有音韻，有時要轉第三轉音 i、第五轉音 u、…等等，此無非是要
讓咒語發音更為自在無礙。
前已談及韻母轉音，一般言有十二轉音─a、2、i、1、u、9、e、ai、o、au、
a3、a`，依次冠以數目為 1、2、3、4、5、6、7、8、9、10、11、12 等轉音，
1─a、2─2 為根本音不轉，其他轉音只有用到 3 轉─i、5 轉─u、7 轉─e、9
轉─o 等短韻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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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悉曇五句、九遍口音共其三十四字，若與自句門第五字空音或悉曇
第十五章盎迦章之字母連音，則彼盎迦丱、安左#ca、唵波 mpa 等三連音就產生，
則其三十四字同成此三聲不減。以第一句第一字一 ka 為例，則有一仰丱迦(不轉
音讀作 ga{ka，要轉大空音則讀成 gia{ka)、入見伂左(kia#ca，不轉音讀作
ganca，若轉音時因轉舌內音故，發 kianca)、一嚴囧波(giâmpa，不轉音時讀作
gampa)。此處要加以說明者，何故原空音要轉舌內音、唇內音之大空音時要先
轉第三轉韻母音，再接最後所要發的大空音，這無非是要讀起來柔順故，因一
ka 為喉內音，要接#、5、n、m 等句之空音時，就要先轉第三轉音。其他皆仿効
於此。
承此三大空音自成三涅槃音，謂八脚、八竭、八劫，他皆効此。
(全篇完成)
─下面將介紹悉曇十八章產生二、三合字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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