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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與自心的批判

李潤生

提要：
禪宗慧能《六祖壇經》中，有種種的核心問題存在，其中以
「自性」與「自心」最為重要。通過「自性」，可以成就「阿賴耶
識」，乃至成就「真如法性」；亦可以「自性」涵蓋其「本性」、
「見性」、「佛性」等等的問題。至於「自心」，可以成就「本
心」、「直心」、「對境」、「雙修」、「中道」的心靈活動。於
是「自性」與「自心」的涵義，以及彼此的嚴格關係能夠彰顯。此
外，儒家與禪宗的「自性」與「自心」，乃至「性」與「心」，甚
至「天性」、「天理」、「知天」、「事天」等等，亦有其相近的
本義存在。
5

甲、自性的核心義蘊：禪學不能離於「自性」，是故慧能的
《六祖壇經•行由第一》，於大悟之時，構成了一切萬法而不離
「自性」之說，所謂「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不滅！
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所言「自性」者，是顯示「自性」的特性，其體本自清淨，不生不
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因此，不但其體「自性」不生不滅，而
其用亦有能生萬法的活動。1
乙、自性的建立之義：羅時憲老師所撰著的《六祖壇經管
見》，2 其「自性」一名，凡有多義，通常用法有五：其一、印度
古代「數論」所建立的「自性（prak ti）」及「神我（puru a）」
1
2

見於《六祖壇經•行由第一》李申釋譯，頁五○，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
行。
見於羅時憲老師所著的《六祖壇經管見》，亦即是《羅時憲全集》第十一
卷，頁九三至一三○，佛教志蓮圗書館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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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性的意義

彼二原理，以說明宇宙的起緣，「神我」為精神的本體，而「自
性」則為物質的本體。其二、佛家大乘中觀宗說，一切皆由眾緣所
生，都無自性；如云「眾緣所生法，是即無自性」，此中之「自
性」，謂獨立不變的實體。其三、佛家大乘瑜伽宗的當前相狀為
「自性」，如云「依眼了別色」為眼識之「自性」，「依耳了別
聲」為耳識之「自性」，乃至妄情所執的妄相為「遍計所執自
性」，因緣和合所構成的事象為「依他起自性」，遠離偏計執而直
觀事象所證之境為「圓成實自性」等。其四、諸論中，以「他性」
為「他類」解，而「自性」作為「自類」解；又於《因明論》中，
稱「宗之主詞」為「自性」，如立「聲是無常」宗，此中「聲」
者，便是「自性」。其五、《六祖壇經》所說的「自性」一詞，與
前四義截然不同，學者有所分辨如下：
佛家把「一切法」方便分為「有為法」，即亦是現象界，及
「無為法」，即亦是實體界（或為本體界）。現象界的「有為法」
6

為「用」，由因緣所生，亦為「盡所有性」；實體界（本體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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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無為法」為「體」，非由緣所生，不待造作，亦為「如所有
性」。如是「用」、「體」非即非離，如波與水：

┌有為法——盡所有性，用
h
非即
一切法
非離
i



└無為法——如所有性，體

因此，「一切法」可分為「有為法（用）」，及「無為法
（體）」。「有為法（用）」又可開為二：謂色（物質現象）與非

色（精神現象）。「色」者，為「非色」所現的影像；「非色」
者：則為「色」能現的根源。彼「非色」又分為：一、八識自體；
二、八識助伴（亦名心所），而第八阿賴耶識為根源（以前七識
及其助伴的心所，皆由第八識阿賴耶識或庵摩羅清淨識的功能所
現）。至於「無為法（體）」，則是真如的實體。
┌色
┌有為法（用）前七識
┌八識自體
第八識（有
								
		

為法之根
根源）

└非色└八識助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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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即
一切法
非離
┌真如（定在的實體）
└無為法（體）
└餘五無為（假立的實體）

由《六祖壇經》中所言的「自性」者，蓋攬「阿賴耶識」及「真
如」而言（於大乘八地以後，不名為阿賴耶識，而名為清淨無垢的
「庵摩羅識」）。以「阿賴耶識」統攝一切「有為法（用）」，而
「真如」為一切「無為法」（的實體）。就用邊言，「阿賴耶識」能
生萬法；就體邊言，「真如」不生不滅。體與用不即不離，故得以
「自性」一名，而兼攬「體」、「用」如下：

┌用——有為法——統以阿賴耶識┐
一切法

自性
└體——無為法——統以真如

┘

羅時憲老師所撰著的《六祖壇經管見》中，綜合觀察，可得結
論：（一者）《壇經》所言的「自性」，多攬「真如」、「賴耶」
二者而言，其間亦有「偏指真如」或「偏指賴耶」者。（二者）「本
性」一語（亦即有「本於自性」之意），多指「真如法性」，有時
亦指「賴耶」。（三者）單言「性」一字（亦即有「本於自性」之
意），亦多指「真如法性」，有時指「賴耶」。（四者）「自性」一
名得總攬體用，亦得偏指體或用，但是「本性」及「性」二名，惟偏
指體，或偏指用，而不同時兼指者。
丙、自性的涵蘊問題：於中的「自性」、「本性」、「見性」、

8

「佛性」等等問題，可以不同說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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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自性：「自性」一語，有「真如」之解，有「阿賴耶
識（包涵清淨庵摩羅識）之解；亦即以「無為法」的實體，「統攝
真如法性」，以「有為法」的運用，「統攝阿賴耶識」，構成慧能
《六祖壇經》的「自性」存在。
（二者）本性：所謂「本性（或性）」者，「自性」之中能涵
攝「真如法性」，而不能涵攝「阿賴耶識」。因此「自性」，不能
統攝一切「自性」，而只可以涵攝一部的「自性」而已。
（三者）見性：所言「見性」者，謂能夠見其體現自性的「本
性」，名之為「見性」；亦即是以「無為法」的實體，「統攝真如
法性」，以及「有為法」的運用，「統攝阿賴耶識」之義，名為
「念念見性」3，「了然見性」4。

3
4

《六祖壇經•疑問第三」云：「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睹彌
陀。」可見頁八九，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六祖壇經•疑問第三》云：「了然見行，……普願法界眾生，聞者一時
悟解。」可見頁九一，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四者）菩提自性：所謂「菩提自性」者，諸佛的菩提智慧，
亦即是本具個體、本自具足的清淨「自性」，亦即是無上菩提，能
夠「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
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存
在）。若如是見（性），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 5。」
（五者）佛性：所言「佛性」者，其「自性」中的「本性」，
涵攝「真如法性」，或名為「真如本性」，亦即超越於「非常非不
常，非善非不善」，而《六祖壇經•定慧第四》中，「真如有性，
（亦可）所以起念；真如若無，（則）眼、耳、色、聲當時即壞。
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
真性常自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如是「自性」中的「真如本性」，名為「佛性」。6
（六者）成佛：所言「成佛」者，若能「見取自性，直成佛
道」因為「隨其心淨，即佛土淨」，「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
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睹彌陀」。
（而已）」。「在家如何修行」？《六祖壇經•疑問第三》「頌
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
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喧。若能鑽木取火，淤泥定生紅
蓮。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菩提只向心見，何勞向外
求玄？聽說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7
（七者）自性起用：所謂「自性起用」者，因為一切法，無為
法為體，有為法為用，「自性」涵攝無為法的真如法性為實體，同
時涵攝有為法的阿賴耶識為活用。因此「自性」能含萬法，亦即是
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如《六祖壇經•付囑第十》云：「自性
5
6
7

《六祖壇經•行由第一》云：「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若如
是見（性），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可見頁四三，佛光山宗務委
員會印行。
《六祖壇經•定慧第四》云：「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
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見頁一○二，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六祖壇經•疑問第三》云：「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睹彌
陀。……天堂只在目前。」見頁八九至九四，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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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若修行，固然可以出家，「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但心清淨

9

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
性邪險，佛是眾生。……一念平直，即是眾生成佛。」8
（八者）本來面目：所言「本來面目」者，謂於禪宗的「正悟
位」中，當下體現「不思善，不思惡」大悟的境界，方便說為「本
來面目」。一如《六祖壇經•行由第一》云：「惠明作禮云：『望
行者為我說法。』惠能（亦即慧能）云：『汝既為法而來，可屏息
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惠）明良久。惠能云：『不思
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惠）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
下大悟。」9

（二）自心的意義
前文以「自性」顯發「真如法性」及「阿賴耶識」，統攝一
切法的「有為法之用」與「無為之體」。今則以「自心」分析其內
容及其特性，試分為「自心」、「本心」、「直心」、「（即心、
即佛）雙修」等等如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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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自心：所謂「自心」者，《六祖壇經•定慧第四》
云：「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10
此中的「自心」，亦即是「自識的本心」（亦即本有的心靈活
動）。
（二者）本心：其體亦即本有的本心，所以「識自本心，達諸
佛理」，「直至菩提，真性本易」，「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
妬、無貪瞋、無劫害」。故於《六祖壇經•懺悔第六》啟發「四弘
誓願」云：「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

8
9
10

《六祖壇經•付囑第十》云：「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
生。……一念平直，即是眾生成佛。」見頁二二○，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
行。
《六祖壇經•行由第一》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
（惠）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見頁五四，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印行。
《六祖壇經•定慧第四》云：「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
見頁一○○，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 11 所謂「自心眾生無邊
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者，「自心」亦即是「本心」，無
有差別。
（三者）直心：所言「直心」者，《淨名經》（亦即《維摩
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但行直心，於一切
法，勿有執著。……（但）常坐不動……即同無情，卻是障道因
緣。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卻滯？……若言常坐不動是，只如舍
利弗宴坐林中，卻被維摩詰呵。……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
功……如是相教，故知大錯。」12
（四者）定慧雙修：所謂「定慧雙修」者，《六祖壇經•機緣
第七》云：「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
切相即佛。……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
用本無生，雙修是正。」13 所以「定慧雙修」，亦即是心靈的活
動，亦即是「自心」、「本心」、「直心」的顯發。
（五者）對境：所言「對境」者，必須有心靈活動存在，一如
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慧能禪）師聞之
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
『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14
因此必有「自心」對境，纔能生起成就菩提大用。
（六者）中道：所謂「中道」者，「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
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如是）

11
12
13
14

《六祖壇經•懺悔第六》云：「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
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見頁一一一，佛光山
宗務委員會印行。
《六祖壇經•定慧第四》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看心觀
靜。……故知大錯。」見頁九七至九八，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六祖壇經•機緣第七》云：「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
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即心名慧，即佛乃定。……用本無生，雙修是
正。」見頁一二七，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六祖壇經•機緣第七》云：「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
菩提作麼長。」見頁一六六，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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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壇經•機緣第七》云：「有僧舉卧輪禪師偈曰：『卧輪有伎

11

二道相因，生中道義。」15 亦即是，「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
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通過中道之義，能夠說、
用、行、作，成就「自心」、「本心」、「直心」、「（即心、即
佛）雙修」、「對境」及「中道」的心靈活動。

（三）自性與自心的關係
通過「自性」與「自心」的關係，可有四種的說法：甲、A而
非 B；乙、B而非A；丙、亦A亦B；丁、非A非B。
甲、自性而非自心：所言「自性而非自心」者，可成「A而 非
B」。因為「自性」的存在，應該以「有為法之用」，統攝「阿賴
耶識（包括清淨庵摩羅識）」的活動，以「無為法之體」，統攝
「真如法性」，如是成就「自性」的涵蘊特性。
至於「非自心」者，一如「無想天」及「無想定」，不能產生
12

清淨的「自心」活動存在。所以「自性而非自心」，而構成「A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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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B」的關係。
乙、自心而非自性：所言「自心而非自性」者，可成「B而非
A」。因為「自心」的存在，應該涵攝著「自心」、「本心」、
「直心」等等心靈活動，所以名為「心」。至於「自性」者，小乘
主張，當其「無想天」及「無想定」時，一如「涅槃」，「自性」
亦不能產生活動存在。16 構成「B而非A」的「自心而非自性」的
關係。
丙、亦是自性而亦是自心：所言「亦是自性而亦是自心」者，
可成「亦A亦B」。因為「自性」的存在，涵攝「真如法性」，亦
涵攝「阿賴耶識」，一如「自心」無二。因此「自性」本自清淨，
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而生起萬法；「自心」則與一切
15
16

《六祖壇經•付囑第十》云：「若有人問汝義……二道相因，生中道
義。」見頁一九九，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按於小乘主張，當其「無想天」及「無想定」之時，無論「自性」或「自
心」亦不能產生活動存在。但於大乘瑜伽宗，則認為仍有染污末那識生
起，除非攝入涅槃境界之外。

心靈活動相應。由是可成「亦A亦B」的結構，產生「亦是自性而
亦是自心」的關係。
丁、亦不是自性而亦不是自心：所言「亦不是自性而亦不是自
心」者，可成「非A非B」的結構。小乘主張者，當其「無想天」
及「無想定」時，（自性）固然不能產生活動，乃至「自心」亦不
能產生心靈活動存在。由此成就「亦不是自性而亦不是自心」的關
係。

（四）儒家與自性及自心的本義
所言「自性」及「自心」者，則儒家亦有相近的本義。雖然
「自性」中，有其「真如法性」與「阿賴耶識」的說法，但於「自
心」必有心靈活動存在，一如儒家相應；更於《六祖壇經•疑問第
三》「頌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孝養父母，義則
上下相憐……聽說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因此，儒家與自性

（一者）：如儒家《論語》所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
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所謂「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
而教不能則勸。」所謂「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7 等
等可知。而《壇經•疑問品》「頌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
禪？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則無不相應。
（二者）：如儒家《孟子•告子章句上》云：「惻隱之心，人
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
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弗思耳矣。」《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
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18 此其前言所論「自心」、
17
18

《論語•學而》云：「君子務本……其為仁之本歟。」見朱熹《四書章句
集注》頁四八。
《論語•為政》云：「臨之以莊則敬……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見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頁五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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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心，必有相近的本義存在。是故有其說法如下：

「本心」、「直心」等無不相應。
（三者）：如儒家《孟子•盡心章句上》云：「盡其心者，知
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又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
行，求仁莫近焉。」又《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
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按：朱熹注，分者，所得於天之全
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又《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惟聖人然後以踐形。（按：朱熹注，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
之理，所謂天性也。……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
踐其形而無歉也。）」19
因此，禪宗學者，不但「自心」、「本心」、「直心」相應，
同時所說的「自性」、「本性」、「見性」、「佛性」等，無不相
應。如是儒家與禪宗的「自性」及「自心」，必有相近的本義存
在。
14

（四者）：又如王陽明「心、意、知、物」的「四句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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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善無惡心之體；
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
為善去惡是格物。

19

《論語•述而》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見朱熹《四書章
句集注》頁一○○ ，中華書局印行。
《孟子•告子章句上》云：「惻隱之心……弗思耳矣。」見朱熹《四書章
句集注》頁三二八及頁三三三，中華書局印行。
《孟子•盡心章句上》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所以事天也。」
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三四九。
《孟子•盡心章句上》云：「萬物皆備於我矣……求仁莫近焉。」見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頁三五○。
《孟子•盡心章句上》云：「君子所性，……分定故也。（按：朱熹注，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見頁三五五。
《孟子•盡心章句上》云：「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朱熹注……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見頁三六○至
三六一，中華書局印行。

則儒家的王陽明所說，與禪宗的「自心」及「自性」之
「心」、「體」相應。因為「無善無惡的心體」是本心本明的，一
如禪宗的「自心」、「自性」與「真如法性」無二。
至於「有善有惡的意識活動」是或善或惡而有所不同。一如禪
宗所說或迷或悟，或漸或頓，或遲或疾，其「自心」、「自性」亦
有差別。20
又如儒家的王陽明所說「知善知惡的良知良能」及「為善去惡
的格物致知」，則禪宗的宗趣，或有所分別，但彼儒家與禪宗的本
義，精神趣向，亦可有相近的存在。

（五）小結
由是從羅時憲老師所建立的《六祖壇經管見》中，有印度古代
「數論」所建構的「自性」及「神我」彼二原理。有大乘中觀宗
的「眾緣所生法，是即無自性」之說。有大乘瑜伽宗的「遍計所
執」、「依他起」、「圓成實」的「自性」。有諸論中，以「他
論》中，稱「宗之主詞」作為「自性」。至於《六祖壇經》所說的
「自性」，則有其獨特的不同分析存在。
《壇經》所說的「自性」，以「有為法」為用，統攝「阿賴耶
識」；以「無為法」為體，涵攝「真如法性」。由此開展了「自
性」、「本性」、「見性」、「佛性」、「成佛」等問題。又從
「自心」，開展了「本心」、「直心」、「定慧雙修」、「對
境」、「中道」的說法。
又從「自性」與「自心」，有其嚴密的關係存在。所謂「自性
而非自心」、「自心而非自性」、「亦是自性而亦是自心」、「亦
不是自性而亦不是自心」可知。

20

王陽明「四句教」云：「無善無惡心之體。……為善去惡是格物。」亦可
見牟宗三老師《圓善論》所說，頁三一二至三一五，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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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為「他類」解，而「自性」作為「自類」解；又於《因明

又從《壇經》透過修行，固然可以出家在寺，亦可在家亦得，
乃至「（不）持戒」、「（不）修禪」、「（只求）孝養父母」，
「（只求）上下相憐（相愛）」等而已。
最後，更有儒家與禪宗的不同說法，或有相近的本義存在。如
《論語》與禪宗的「孝養父母」、「上下相憐」等無不相應。又
《孟子》與禪宗的「自心」、「本心」、「直心」等無不相應。乃
至「盡心」、「知性」與「自心」、「自性」，亦有相近存在。至
於王陽明的「四句教」，說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
動」，與禪宗的「自心」、「自性」之「心」、「體」相應。至於
「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而王陽明之與禪宗不同，
但其本義亦有趣向的相近存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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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ticism of the “Essence of the Nature” and the
“Essence of the Mind’
By LEE Yun-sang
The article aims at interpreting the concepts of the Essence of
the Nature（自性）and the Essence of the Mind（自心）in the
Platform Sutra（《六祖壇經》）. The work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1.

Through the Essence of the Nature, the Ālaya-vijñāna（阿
賴耶識）and the Tathatā（真如）can be realized. And the
concept of Essence of the Nature can also cover the realms of
‘Nature’（本性）, ‘Buddha Nature’（佛性） and ‘Realization
of Nature’（見性）.
The Essence of the Mind can realize the Mind（本心）, the
Real Mind（直心）, the Object（對境）and the Middle Way
（中道）.

3.

Through the study, we shall be able to implic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ssence of the Nature and the Essence of the
Mind.

Besides, we can underst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Chan (Zen)
Buddhism’ and the ‘Confusianism’ and further understand the concepts
of ‘天性’, ‘天理’, ‘知天’ and ‘事天’by interpreting the concepts of the
Nature and the Mind.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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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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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
解讀
―― 兼與普通真言藏梵本、房山石經不空譯本之比較
辛漢威

提 要 ： 在敦煌藏經洞發現的一幅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刻
印「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是目前發現較早期的悉曇梵文
白傘蓋陀羅尼之一，迄今已逾千載。此件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
整體保存完整及清晰，彌足珍貴，將其全面解讀及與一些早期的漢
傳本作對比是一項有意思的工作。本文將其解讀及與房山石經所收
藏的不空三藏音寫本及東傳扶桑的弘法大師空海所傳悉曇梵本作一
番比較與研究。

關 鍵 詞 ： 白傘蓋陀羅尼
首楞嚴咒

開寶四年

不空

敦煌

悉曇梵本

前言
《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tathāgato ī a-sitātapatrā dhāra ī，具
名《一切如來頂髻白傘蓋佛母無能勝遍能調伏陁羅尼》 stathāgato
u īā

sītātapatra

aparajita

pratya gira

dhāra ī」1）為持明咒

藏（vidyādhara-pi aka）中佛頂部著名咒語之一，因其功效明著，
廣為漢藏民眾信受，流傳甚廣，現有梵文本及漢、藏2、西夏、回
鶻、蒙等多種譯本存世3。
1 長谷寶秀氏編《大師御請來．梵字真言集》253頁。其中praty gira 。原作
praty gira 。淨嚴《普通真言藏》亦然。

2 藏文大藏經《甘珠爾》中有四種《白傘蓋餘無能敵陀羅尼》的譯本（名稱各
略有不同），見才讓氏〈敦煌藏文密宗經典《白傘蓋經》初探〉p.4，《敦煌
學輯刊》 2008年1期。
3 見廖暘氏〈經咒．尊神．象徵――對白傘蓋信仰多層面的解析〉文p.82腳註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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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石經

咒輪

佛頂部之咒語源自古來的佛頂信仰，「佛頂」（u ī a、烏瑟
膩沙）原指佛頂高至不可得見之相――無見頂相，為佛莊嚴三十二
相之一。《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三百八十一〈諸功德相品〉云：
「世尊頂上烏瑟膩沙，高顯周圓猶如天蓋，是三十二[相]。」(T06,
p. 968 a )

此「佛頂」相至為尊貴、殊勝，象徵佛陀至高無上、正遍

覺知之般若智慧。以此般若勝慧及無邊宏願遍度一切眾生，悉令證
悟無生法忍、究竟涅槃，進而利益一切眾生世、出世道悉皆成就。
凡夫眾生以此祈得庇蔭之要求形成對「佛頂」的崇拜而有「佛頂
骨」的出現，《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載：「（北印度
境的那揭羅喝國之大城）東南度沙嶺十餘里，到佛頂骨城。城有重
閣，第二閣中有七寶小塔，如來頂骨在中。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
明，其色黃白，盛以寶函。但欲知罪福相者，摩香末為泥，以帛練
裹，隱於骨上，隨其所得以定吉凶。」(T50, p. 229 b ) 這種對諸佛所證
之平等大慧的景仰到將其形象化成為「佛頂」、無見頂相之信仰，
再進一步加上咒術在佛教中的發展，出現了不同的佛頂咒，如「尊
20

勝佛頂」、「白傘蓋佛頂」、「金輪佛頂」等種種明咒，以表廣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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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際佛智慧之分德，應殊別眾生種種不同的除障臻福之請。
公元七世紀左右，天竺佛教密法逐漸發展，為便瑜伽觀行，更
將此如來無見頂相分別為三、為五而有「三佛頂」、「五佛頂」之
別，並以各各不同之轉輪聖王形象而表佛德之能成能護、廣大無
邊之性。例如「五佛頂」4 者為顯如來五智之德，具轉輪王的大勢
力，曰：「白傘蓋佛頂、勝佛頂、最勝佛頂、光聚佛頂、除障佛
頂」等，並賦予不同德性，如表一切法相不可得故畢竟常淨；表一
切諸法本性寂；能除暗障；能伏一切眾生之業垢等等。5 此皆以有
形之象顯無相之德的善巧方便法門之一也歟。

4 五佛頂出自胎藏曼荼羅釋迦院，表釋迦如來五智之德，為顯其大勢力，現轉
輪聖王形，又稱五頂輪王。見《大日經疏》卷五 (T39, p. 743 c)。
5 見《大日經義釋》卷七，(《續藏經》卷Z 1:36，p. 376 d)。

此中代表之一的「白傘蓋佛頂」，顯如來頂相普護一切眾生、
除障袪難之德，更有專屬之《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此陀羅尼
有獨部單行之經，漢譯本有《大佛頂如來放光悉怛多鉢怛囉陀羅
尼》6、《佛說大佛頂如來放光悉怛他般多羅大神力都攝一切咒王
帝殊羅尸金剛大道場三昧陀羅尼》7（簡稱《大佛頂陀羅尼》）、
《大佛頂如來頂髻白蓋陀羅尼神咒經》 8 、《大佛頂如來放光悉
怛多大神力都攝一切咒王陀羅尼經》 9 、《佛頂大白傘蓋陀羅尼
經》 10、《佛說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經》 11、《佛說大佛頂如來廣
放光明聚現大白傘盖遍覆三千界摩訶悉怛多鉢怛囉金剛無礙大道塲
最勝無比大威德金輪帝祖仡囉施都攝一切大明王揔集不可說百千旋
陁羅尼十方如來清淨海眼微妙秘密大陁羅尼》（又稱《一切如來白
傘盖大佛頂陁羅尼》） 12、《一切如來白傘盖大佛頂陁羅尼》 13、
《聖如來頂髻湧出白傘蓋名無能勝大回遮母最勝成就陀羅尼經》14
等等。還有依據經本而編定之瑜伽行法法本，例如《白傘蓋大佛頂
王最勝無比大威德金剛無礙大道場陀羅尼念誦法要》15等，皆持明
咒藏中重要之密法。

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中，此經簡稱《首楞嚴經》或《楞嚴
經》，又因此咒出自此經中，故亦隨之名曰「楞嚴咒」。然依其咒

6 不空三藏譯，《大正藏》卷19，第944A號。同經悉曇字梵本《大佛頂大陀羅
尼》，第944B號。
7 敦煌本B 7665。
8 敦煌本B 7670，P 3916，P 4071，S 4637。
9 敦煌本S 0812，S 2542。
10 《大正藏》卷19，第976號。
11 《大正藏》卷19，第977號。
12 「房山石經」第27冊 No. 1048不空譯，篇末稱《一切如來白傘盖大佛頂陁羅
尼》；又第28冊 No. 1071行琳集《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卷二〈大佛
頂陁羅尼〉，不空譯本。
13 「房山石經」第27冊 No. 1063慈賢譯。
14 民國孫景風氏譯。
15 《大正藏》卷19，第9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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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亦蘊涵於《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

21

本身而言，實應稱之曰「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16，或簡稱「大佛
頂陀羅尼」為善。呼「楞嚴咒」者，順俗故也。
關於此咒之傳入東夏及翻譯，倘依此咒附於《楞嚴經》卷七中
之一版本而言，據智昇《續古今譯經圖紀》17 載《楞嚴經》譯出
之傳說，則此咒之翻譯應於神龍元年（705）。但一來關於此經的
譯者，歷來有各種不同傳說及論議；二來咒中音譯之用字、詞語與
經中所用者大有逕庭，故近代學者多有懷疑。但無論如何，這一陀
羅尼可能在此時或稍早時間已傳來中土及翻成漢音譯本，再出現
（編入）於該經中。現在流傳的《楞嚴經》卷七本〈陀羅尼〉有
二：一、磧砂藏本18；二、北宋藏本，存於承繼北宋開寶藏的高麗
藏及趙城金藏。教界通行之誦本則據永樂北藏本（明本），而此明
本可考之據自磧砂藏本。磧砂藏本與高麗藏本及房山石經本互對校
之，多有異同之處。
獨立成篇的陀羅尼（經）版本，代表者有不空三藏所譯之《佛
22

頂悉怛多鉢怛囉陀羅尼》，此應為不空在開元二十九年（741）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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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智三藏圓寂後住斯里蘭卡重求得大量經法19 之後，在天寶五
年（746）返抵長安，至大曆九年（774）示寂之間所譯出者，並
留有梵文本。此二者曾隨唐土密法遠播扶桑，存於彼邦，其音譯
［音寫］本稱《大佛頂如來放光悉怛多鉢怛囉陀羅尼》20，傳係據
自唐青龍寺內所供奉之「曇貞建不空音譯大佛頂陁羅尼碑」本；

16 《楞嚴經》中，佛告阿難，此咒曰：「佛頂光聚悉怛多般怛羅(白傘蓋)祕密
伽陀。」(T19, p. 136 c)。
17 智昇《續古今譯經圖紀》：「沙門般剌蜜帝，唐云極量，中印度人也…遊
化達我支那…於廣州制旨道場居止…以神龍元年（705）龍集乙巳五月…於
灌頂部中誦出一品，名《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一
部，烏萇國沙門彌迦釋迦譯語，菩薩戒弟子…清河房融筆受，…沙門懷迪證
譯。」(T55, pp. 371 c-372 a)。
18 磧砂藏本與敦煌寫經中之《楞嚴經》卷七本一致，請參考拙文：敦煌本《大
佛頂白傘蓋陀羅尼》初探 ―― 敦煌本《楞嚴咒》之校勘及譯釋，《志蓮文
化集刊》第十二期，志蓮淨苑文化部出版，2016年。
19 見圓照《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一，(T52, p. 828 c)。
20 《大正藏》卷19 ，no. 944A，《大正藏》中云其底本為「黃檗版淨嚴等加筆
本」。		

梵文本稱《梵字大佛頂真言（陁羅尼）》，其事可見諸弘法大師空
海之《御請來目錄》21 中，文本可見於長谷寶秀氏編《大師御請
來．梵字真言集》，及淨嚴和尚22 編、稻谷祐宣氏校注《普通真
言藏》。
自敦煌莫高窟秘藏諸寫經重現於世後，其中發現與《白傘蓋陀
羅尼》相關之資料甚為豐富，漢藏均備，是一個研究資料的重要來
源。依據這些有關《白傘蓋陀羅尼》在不同類別的寫本之中，學界
專家已有豐碩研究成果。
在這一批敦煌本子中有一類木刻印本的陀羅尼輪曼荼羅
（dhāra īcakrama

ala），其中有些較小，僅一尊一短咒，有些較

大，有一尊多咒及一尊一長咒等；小張的比較完整，大張的就大多
殘缺不全。但其中有一幅印本的陀羅尼輪曼荼羅保存得非常完整，
為法國伯希和氏（Paul Pelliot）於1908年取去，現存於法國國家圖
書館中，並列為「伯希和 梵文 敦煌1號（Pelliot sanskrit Dunhuang
1）」（此件過去編為 P.4514A號）23。而這一幅據其下方所刻之題
寶四年十月二十八日記」，是一幅刻印於公元971年11月18日的悉
曇梵文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歷來學者提及與引用此咒輪曼荼羅
的很多，例如由題記中言及此陀羅尼鎮邪之功效，於記中提及「阿
難」而推想到此經文該錄自《大佛頂首楞嚴經》24 等；又於圖中
21 《弘法大師全集》卷第一，祖風宣揚會編纂，87頁。
22 淨嚴，（日．寛永十六年(1639)─元禄十五年(1702)），江戸時代中期真言
宗僧。字覺彦，號妙極堂、瑞雲道人等。河内國（現大阪府東部(當初亦包
括西南部)）錦部郡人。年輕時在高野山出家，修學顯密諸教，後於仁和寺
鑽研小野、廣澤諸流之學，精通悉曇與儀軌，集其大成而創立新安祥寺流，
對密教事相方面貢獻極大。有感於戒律之衰微，遂倡導如法真言律，被視為
真言律宗中興大德。元祿四年(1691)得將軍德川綱吉等諸侯歸依護持，在江
戶湯島開創靈雲寺，門下有契沖等四百餘人。元祿十五年示寂，世壽六十
四。著作甚豐，有《真言律辨》、《悉曇三密鈔》、《諸真言要集》等百餘
部，另以僧俗為對象，編刊《普通真言藏》發行，普及悉曇梵語之真言陀羅
尼藏。
23 讀者可到該圖書館網站：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25086312.
r=Pelliot%20sanscrit%20Dunhuang 欣賞此幅陀羅尼輪曼荼羅原貌圖片。
24 見[法]Francoise Wang-Toutain （王微）氏〈白傘蓋佛母：漢藏佛教的互動〉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記為「大佛頂如來放光明白傘盖悉怛多鉢怛囉大佛頂陀羅尼……開

23

央之形象造像上推論「白傘蓋佛頂／母與白傘蓋陀羅尼人格化」等
問題25，皆為對這幅曼荼羅圖具仔細觀察後才能得出者。由是測想
如對此陀羅尼輪曼荼羅之內容作一全面的解讀，當為一有意義的研
究。
近代從北京房山縣雲居寺發掘與整理出來的「房山石經」，其
收藏之不空譯本26、行琳所集之不空譯本（另本）、契丹慈賢27 所
譯的《一切如來白傘蓋大佛頂陀羅尼》等更是世之珍刻，前所未
覩，為學界提供了可貴的參考資料。此之諸本，因其音譯用字極之
精確，若明其所用音字、語句規則，還原成梵語之原文，或以之為
解讀悉曇梵文本，當可資為重要參考工具。
此篇拙文即在此背景之下寫成，希望可以：1，將開寶四年的
此幅「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全部解讀出來；2，通過逐字、逐
句比對，看看幾個重要譯本之間的關係。是所願也，方家正之，幸
甚幸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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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寶四年「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圖像
結構
開寶四年「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Tathāgato ī
asitātapatrādhāra īcakrama ala）（圖1）全長39.6cm、寬31.5cm，
紙質泛黃，字體黑色，清晰無缺，全件共有悉曇梵字2579個，是一
個以金剛界曼荼羅（成身會）模式的設計圖像。周圍有一圈金剛

109-111頁，中譯本，故宮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5期。
25 見廖暘氏〈經咒．尊神．象徵――對白傘蓋…〉文91頁，認為「中央的尊神
戴寶冠、結智拳印、趺坐蓮花，似金剛界大日如來或一字金輪佛頂」等。
26 不空譯本及行琳所集不空譯本其全名請見上文。
27 慈賢，生卒年及世壽均不詳，五代宋初譯經僧。中印度摩揭陀國人，東遊入
契丹，被尊為國師，詔入譯經院。曾譯出多種密部經典。所譯均收於至元法
寶勘同總錄(卷六)，其中五種收於明本大藏經，又十種存刻於房山雲居寺石
經中，傳行後世。

杵（每邊八個）及佛像（每邊六個，作通肩式袈裟披着，加趺坐
蓮花上）圍繞，每邊中央有一種子梵字（見圖2），是為象徵「四
攝」28 的：9, ja （鉤），10, h

（索），11, va （鏁），12, ho

29

（鈴），四隅另有一種子梵字，是為象徵「外四供養」的：5, a
（香），6, o （華），7, dī （燈），8, ga （塗），又各有一天
王守護。主體分為「內院」及「外院」兩大部分。圖中央有一內院
（內圍），中有主尊，作轉輪王形，頭戴寶冠，身著天衣，兩手結
印（智拳印?），加趺坐蓮花上，佛頂白傘蓋陀羅尼在本尊的頂上
方開始，呈圓形旋繞七圈。內院四隅有象徵「內四供養」的四個種
子字：1, ho （金剛嬉），2, tra （金剛鬘），3, gī （金剛歌），4,
k （金剛舞）。在內院之外為外院，呈方形，白傘蓋陀羅尼在內
院圓旋之後接外院最內上方的一行開始，再順時鐘一行行的圍繞至
最外圍，於曼荼羅的左下角30 結束。

25

29 此梵字 ho 缺少左上角之一鉤。依現狀為 he ，此 he 種子字觀諸大部份金
剛界種子曼荼羅等皆沒有出現過。
30 吾等在分別曼荼羅之左右時皆以本尊之左右為準。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28 指攝引眾生的四種菩薩，略稱四攝，即金剛鉤（Vajra-a kuśa）、金剛索
（Vajra-pāśa）、金剛鏁（Vajra-spho a）、金剛鈴（Vajra-āveśa）等四菩薩。
《金剛頂瑜伽三十七尊出生義》云︰「至如遵眾生界入六度門，則從一切如
來體性海四智之中，而生金剛鉤、索、鏁、鈴等四攝菩薩焉，以能召請、引
持、堅留、歡喜之事。」（T18, p. 298 b）此四攝菩薩位於金剛界曼荼羅四門
之中，顯攝引眾生之德。東密曼荼羅多作菩薩形，藏密多作金剛忿怒形。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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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開寶四年「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

27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圖 2 「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 種子梵字位置圖

陀羅尼輪曼荼羅外院下方有一題記（圖3），曰：

圖 3 「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題記
大佛頂如來放光明白傘盖悉怛多鉢怛囉大佛頂 羅尼
經云

佛告阿難

若諸世界一切眾生書寫此呪

或安宅中

一切諸毒所不能害

成無上覺

開寶四年十月二十八日記

身上帶持

十方如來執此呪心

題記開端示此陀羅尼輪之名稱，「大佛頂如來放光明白傘蓋悉
怛多鉢怛囉大佛頂陀羅尼」，其中「白傘蓋悉怛多鉢怛囉」一詞重
出，漢梵雙舉，或為強調此名稱歟31 ，例如「大佛頂」一詞亦前
28

後重複。隨後之「經云」文字則改寫自《首楞嚴經》卷七：「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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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若諸世界……所有眾生……書寫此呪……或帶身上、或書宅
中……一切諸毒所不能害。」(T19, p. 137 a) 又「十方如來因此呪心，
得成無上正遍知覺；十方如來執此呪心……」(T19, p. 136 c)。由是觀
之，書此題記者當頗熟悉《首楞嚴經》無疑。
五代以來，漢地木版雕刻技術發展迅速，故宋代對於佛教的大
藏經很早就利用了木刻，中土木版雕刻的大藏經也始於此時，綜計
宋代三百餘年間官私刻藏凡有五種，這亦算係宋代佛教特點之一。
佛教信仰中，書寫經咒，乃至印刊咒塔，廣利有情，功德甚大，故
刻印陀羅尼輪圖像佑民利生、廣流民間之舉也乘此趨勢大行於世，
尤其如《大隨求陀羅尼》、《白傘蓋陀羅尼》此等對現生、來世有
大利益之咒輪，更為大眾所尊崇。此陀羅尼輪曼荼羅可能就在此時
（開寶四年）雕板刊行流傳，並於之後被收藏於藏經洞中歟。

31 亦有學者認為此誤在於抄寫者不諳梵漢詞彙同一之故，故重出。見王微氏
〈白傘蓋佛母：漢藏佛教的互動〉110頁。

本文校勘凡例
一、本文所據校勘文本凡六：
1， 開寶四年「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簡稱開寶
梵本）32 ；
2， 淨嚴《普通真言藏》所載梵本（簡稱真言藏梵本）33 ；
3， 《大正新修大藏經》所載不空音譯．青龍寺碑本（簡稱
不空青龍本）34 ；
4， 《房山石經》所載不空譯本（簡稱房山不空本）35 ；
5， 《磧砂大藏經》所載《首楞嚴經》卷七本，（簡稱磧砂
本）36 ；
6， 《高麗大藏經》所載《首楞嚴經》卷七本，（簡稱高麗
本）37 。
29

33 淨嚴和尚編．稻谷祐宣氏校注《普通真言藏》，又輔以長谷寶秀氏編《大師
御請來．梵字真言集》。讀者可參考《大正大藏經》卷19, no. 944B, pp. 102105（梵文）《大佛頂大陀羅尼》，然此本雖云原底本為靈雲寺版《普通真
言藏》，惟與上述稻谷氏校注本稍有些微出入。
34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19, no. 944A, pp. 100-102。此本於卷末稱：「大唐青龍
寺內供奉沙門曇貞修建真言碑本 元祿十六年二月六日以淨嚴和上之本再校
了 尊教」。
35 《房山石經》 塔下九二五三至九二五八，第27冊，pp. 390-395。中國佛教協
會/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編，華夏出版社出版。此本僅知刻於金，無刻石年
份。另一別本由行琳收入所集之《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陁羅尼集》中，行琳之
序寫於唐乾寧五年（898）集畢後，《釋教陁羅尼集》則記刻於金皇統六至
七（1146-1147）年。
36 影印《宋磧砂藏》第196冊，pp. 80-86，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影印宋版藏
經會印行。
37 《高麗大藏經》第25冊，pp. 144-148，韓國海印寺藏本，線裝書局影印。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32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伯希和 梵文 敦煌1號（Pelliot sanskrit Dunhuang 1）」。

一、所引用文本內文文字盡量保留原字樣，倘為異體字未能保留原
字樣時，則盡量易以字體最近似者，並附註。
一、校勘開寶梵本所出之〈校訂本〉盡量保留原字樣，除非於音、
於義有據者，改動亦附註說明其由。倘有未肯定處皆暫保留原
樣，並說明之。
一、校勘所依據之其他文本有疑誤者皆保留原字樣，並附註說明。
一、文中悉曇梵文（梵字）暫皆以羅馬字母轉寫，以便讀者。
一、除磧砂藏本外，餘房山不空本、高麗本句號皆易為阿拉伯數
字，以便閱讀。
一、開寶梵本、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原無句號，現暫加之以便
對應句序。
一、比對排版中高麗本之下的一行羅馬字拼音及再其下之意譯皆本
30

自高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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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麗本咒句之間原夾註小字意譯字樣現暫略去以清眉目。

開寶四年梵本《如來頂髻白傘蓋陁羅尼》
Stathāgato ī ā

Sitātapatra

Dhara ī

1,

2,

開寶梵本

na ma sa rva bu ddhā bodhi sa tve bhya

na ma sa pta nā

開寶校訂本

nama sarva buddhā bodhi satvebhya

nama saptanā

samyak sa buddhā ko inā

真言藏梵本

na ma sa rva bu ddhā bo dhi sa tve bhya

na mo sa ptā nā

sa mya ksa

不空青龍本

曩莫 薩嚩母馱冐引地薩哆吠二合引毘藥二合

房山不空本

(1)

(1)

2

曩莫入薩 嚩沒䭾上冐地薩怛吠二合引

sa mya sa

bu1 ddhā ko i nā

bu ddhā ko ī nā

(2)

曩謨 颯跢引喃 糝藐糝母馱 俱引胝喃(2)
曩莫 颯鉢跢二合南上引(2)三去藐三去沒入䭾(3)句引

微閇

毗藥二合引(1)

致引南上引(4)
3

磧砂本

南無 薩婆 勃陀 勃地 薩跢鞞弊(三)

高麗本

娜牟 薩婆 勃陁(3) 勃地薩哆吠弊毗

毗迦反
反 (4)

南無 薩多南 三藐三菩陀 俱知南(四)
娜牟 颯哆喃 三藐三菩陁 俱胝喃

nama sarva-buddha-bodhi-sattvebhya

nama saptānā

敬禮 一切 諸佛 及 菩薩眾

敬禮 七俱胝 正等覺

(5)

samyak-sa buddha-ko īnā

31
gha nā

4,

5,

nā mo loke rha tta

na ma sro tā pa na nā

namo loke rhatā

nama srotâpannānā

開寶梵本

sa śra va ka si

開寶校訂本

sa śrāvaka sa ghanā

真言藏本

sa śrā va ka sa

不空青龍本

娑 室囉二合引嚩迦僧伽喃(3)

曩謨引 盧去引鷄阿囉罕二合跢引喃引(4)

曩謨 素嚕二合哆半曩引喃(5)

房山不空本

薩 室囉二合嚩迦僧去伽去南上引(5)

曩謨 路引計 囉曷二合擔引(6)

曩莫 素嚕二合跢引半曩引

gha nā

(3)

na mo lo ke a rha ntā nā

(4)

4

na mo sro tā pa nnā nā

			

南上引

磧砂本

娑 舍囉婆迦 僧伽喃(五)

南無 盧雞 阿羅漢跢喃(六)

南無 蘇盧多波那喃(七)

高麗本

薩 失囉引皤去迦 僧伽喃(6)

娜牟 嚧雞 阿囉喝哆喃(7)

娜牟 蘇嚕哆半那喃(8)

namo loke-arhantānā

nama srotâpannānā

敬禮 世間阿羅漢眾

敬禮 預流眾

5

sa śrāvaka -sa ghānā
聲聞僧伽眾

1
2
3
4
5

(5)

(7)

sa 字有缺；bu字似bca，但其下半應為u，作bu，參考句401「du」字之樣本。
房山石經不空本中「薩」作「 」，現方便處理故，皆易作「薩」，下同。高麗本亦復如是。
磧砂本在此之前尚有二句「南無薩怛他蘇伽多耶阿羅訶帝三藐三菩陀寫一 薩怛他佛陀俱胝瑟尼釤二」；
高麗本亦有二句「南牟薩怛他蘇伽哆耶一 阿囉訶帝三藐三菩陁耶二」。
srota-āpanna，舊譯：須陀洹（巴 sotāpanna），新譯：窣路多阿半那 ，srotâpannānā 預流眾。《一切經
音義》47：「預流，梵言 路多阿半那，此言預流……」(T54, p. 619 b)
聲聞，梵śrāvaka、巴sāvaka。初泛指聽聞佛陀之聲教而依教修行的佛弟子，及至後世，聲聞被專指為出
家弟子。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3,

6,

7,

8,

開寶梵本

na ma sa k dā ga mi nā

na ma a na ga mi nā

namo lo ke sa

開寶校訂本

nama sak dāgāminā

nama anāgāminā

namo loke samyak gatānā

真言藏梵本

namo su k tā gā mi nā

不空青龍本

曩謨 塞訖唎三合跢引誐弭喃(6)

曩謨 阿曩引誐弭喃(7)

曩謨 路計 糝藐 誐跢喃(8)

房山不空本

曩莫 塞訖

曩莫 阿上曩引誐弭南上引(9)

曩謨 路引計三去 蘗跢引南上引 (10)

磧砂本

南無 娑羯唎陀伽彌喃(八)

[……]

南無 盧雞 三藐 伽跢喃(九)

高麗本

娜牟 塞羯唎二合陁引伽輕去弥喃(9)

[……]

娜牟 盧鷄 三藐 伽哆喃(10)

nama sak dāgāmīnā

namo anāgāminā

namo loke-samyak-gatānā

敬禮 一來眾

敬禮 不還眾

敬禮 世間正行6 眾

namo a nā gā mi nā

(6)

三合娜引誐引弭南上引(8)

(7)

mya ga tā nā

namo lo ke sa mya gga tā nā

(8)

9,

32

開寶梵本

sa p7 ya kpra ti pa na nā

[……]

開寶校訂本

sa yak pratipannānā

[……]

真言藏梵本

sa mya kpra ti pa nnā nā

不空青龍本

糝藐 鉢囉二合底丁以反半曩喃(9)

房山不空本

三

磧砂本

三藐伽 波囉底波多那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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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本

鉢囉二合底丁一反半曩引南上引

9

曩謨引 囉怛曩二合怛囉夜耶(10)
(11)

三藐 鉢囉二合底半那去喃(11)

娜牟

sa yak-pratipannānā
11

正向眾

6
7
8

na mo ra tna tra yā ya (10) 8

(9)

10

[……]
[……]
namo ratna trayāya
敬禮 三寶

「正行」亦有譯為「正至」。
p 應為 m，pa 及 ma 在悉曇字體上相似。
真言藏梵本及不空青龍本「namo ratna-trayāya (10) 敬禮三寶」此句開寶梵本、房山不空本、磧砂本及高
麗本均無，從此句以後真言藏梵本及不空青龍本句子次序與開寶梵本、房山不空本、磧砂本及高麗本相
異。此為真言藏梵本及不空青龍本迥異於他本一個最大異處，考之有句23-35,句18-22等16句。現把真言
藏梵本及不空青龍本*句23-35, *句18-22 置於此句之後以便作對照餘本之用。讀者鑑之。
9 高麗本多「娜牟」二字。
10 pratipanna 向，趣入，順；pratipannaka 向，向者，如 arhat pratipannaka 阿羅漢向。
11 正行眾、正向眾指四向四果之八輩賢聖，即：預流（須陀洹）向、預流果；一來（斯陀含）向、一來
果；不還（阿那含）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

10,		

11,

開寶梵本
[……]
namo deva r a nā
			
開寶校訂本 namo deva īnā

12

na mo si dha vi dya dhā rā
rī ī nā

		

namo siddha vidyā dhara īnā

真言藏梵本 na mo de va ī ā (23)
na mo si ddhā vi dyā dha rā ā
			

(24)

13

na mo si ddhā vi dyā dha
rā ī ā (25)

不空青龍本 曩謨 泥嚩 唎史喃(23)
曩謨 悉馱引尾儞也二合反 馱囉引喃(24) 曩謨 悉馱引尾儞也二合反馱囉
			
唎史喃(25)
房山不空本 曩謨引祢去嚩 史二合喃上 引(12) [……]
			

曩莫 悉䭾尾你也二合䭾引囉
史二合喃上 引(13)

[……]
磧砂本
南無 提婆 離瑟赤皮(十一)
			

南無 悉陀耶 毗地耶 陀囉
離瑟赤皮(十二)

高麗本
娜牟 提婆 唎史喃(12)
		

娜牟 悉陁 微地也二合 陁囉
史喃(14)

娜牟 微悉陁耶 微入聲呼地也二合
陁囉喃(13)

[……]
namo deva- īnā
			

nama siddha-vidyā-dharaīnā

敬禮 天仙眾		

敬禮 成就 持明仙眾

12,
開寶梵本

śa pā nu gra ha sa ma rtha nā

開寶校訂本

śāpânugraha14 samarthanā

真言藏梵本

śā pa nu gra ha

sa ma rthā nā

不空青龍本

舍引播努孽囉二合訶

娑上末囉他二合喃(26)

房山不空本

舍引播引弩鼻音屹囉二合賀

娑上沫 他二合南上引

15

33

(26)

磧砂本

舍波奴揭囉訶

娑訶 娑囉摩他喃

高麗本

舍波去拏揭囉訶

娑訶 摩囉陁二合喃(15)

śāpânugraha

saha17 -samarthanā

咒禱 饒益

大力 堪能眾

12

(十三)

ī 仙，大仙。開寶梵本作 r anā ，現易為 r īnā 。句11作 rī īnā ，現易為

īnā ，皆為寫誤故。

13 真言藏梵本及不空青龍本句24等同高麗本句13，不空青龍本與高麗本有小異。此句開寶梵本、房山不空
本、磧砂本皆無。
14 śāpa 詛咒。anugraha拔濟，救度。
15 sam-arthana 能力，堪能，資格。
16 此句磧砂本作「娑訶 娑囉摩他喃saha saramartanā 」。房山不空本作「娑上沫㗚他二合南引」，沒有「娑
訶」一詞。若依房山不空本可對譯為 samarthanā 。沙囉巴《白傘蓋陀羅尼經》將句11及13連起來譯為
「南謨以呪詛厭禱亦能饒益諸大天仙眾」，之後再續以句12「南謨成就持明眾」。真智《白傘蓋總持
經》譯為「敬禮天仙呪咀(詛)及有加祐力能等」。弘法大師《梵字大佛頂陀羅尼》作「(śāpa nugraha)
samarthanā 」。真言藏梵本作「(śāpa nugraha) samarthānā 」。全句可意譯云：「堪能以咒禱饒益[大
眾]者」。
17 saha 強有力的，堪忍。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14)

16

13,

14,

15,

開寶梵本

na mo bra hma e

na mo i ndra ya

na mo bha ga va te ru dra ya

開寶校訂本

namo brahma e

namo indrāya 18

namo bhagavate rudrāya

真言藏梵本

na mo bra hma e (27)

na mo i ndra ya (28)

na mo bha ga va te ru drā ya

不空青龍本

曩謨 沒囉二合訶麼二合抳(27)

曩謨 印捺囉二合耶(28)

曩謨 婆誐嚩帝

房山不空本

曩謨引沒囉二合憾麼二合妳鼻 引(15) 曩莫引印捺囉二合野(16)

曩謨引婆去誐嚩帝引(17) 嚕捺囉二合 引野(18)

磧砂本

南無 跋囉訶摩泥(十四)

南無 婆伽婆帝(十六)

高麗本

娜牟 皤囉二合訶摩二合埿(16)

娜牟 因去陁囉二合耶(17)

娜牟 婆伽嚩帝(18)

嚕陁囉二合引耶(19)

namo brahma e

namo indrāya

namo bhagavate

rudrāya 19

敬禮 梵天

敬禮 帝釋天

敬禮 具德之20

大自在天

開寶梵本

南無 因陀囉耶(十五)

16,		

17,

u pā21 pa ti sa he yā ya

na mo na ra ya

a ya
23

22

開寶校訂本

umā-pati sahīyāya

namo nārāya āya

真言藏梵本

u mā pa tī

sa he yā ya (29)

na mo na rā ya ā ya

不空青龍本

嗚25 莽引鉢底

娑上醯夜耶(29)

曩謨 曩引囉引延拏引耶

房山不空本

塢麼鉢底准上

娑上呬馨異反

曩謨引 婆去誐嚩底引 曩囉演拏鼻音野(20)

磧砂本

烏摩般帝(十八)

娑醯夜耶(十九)

南無 婆伽婆帝(二十) 那囉野拏耶(二十一)

高麗本

烏摩鉢底

娑醯夜耶(20)

娜牟 婆伽筏蒱末反帝(21) 那囉延拏耶(22)

sahīyāya

namo bhagavate nārāya āya

umā-pati

34

嚕捺囉二合耶

26

引夜引野(19)

烏摩[之]夫主（濕婆27）[及]眷屬

ra k a

嚧陀囉耶(十七)

mi sa he yā ya24 (30)

乞參二合彌 娑上醯夜耶(30)

敬禮 具德之 那羅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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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帝釋天（Śakra-devānām-indra），漢譯另有釋提桓因、天帝釋、因陀羅、釋迦因陀羅、憍尸迦等名。忉
利天（即三十三天）之首。
19 嚕捺羅 Rudra（暴風神），即大自在天（Maheśvara）之忿怒身，或有商羯羅（Sa kara）、伊舍那
（Iśana）、濕婆（Śiva）等異名。
20 bhagavat 尊貴的、有德的、著名的、神聖的。藏譯為「出有壞」，漢譯多譯為「世尊」。
21 pā 應為 mā，見註7。
22 sahīyas 更強大的，非常有力的。強大有力者，超越者。 傳統以來（如高麗本等）多把此詞譯作「眷
屬」，可能以其為 sahita 助伴，一詞之轉 sāhitya 與…一起的；或者 sāhya (from saha 與…俱) 援助。
此詞漢音譯本大都類似作「娑醯夜耶」(sahīyāya)，依房山石經本「娑上呬馨異反 引夜引野」中，「呬馨異反
引」之輔助注音應對譯作 hī，故暫依之改，並俟後賢決之。下同。再者，he 及 hi 開寶梵本上之分別為
he 係 ha 加一短鈎，hi 係 ha 加一長鈎。疑有很多 he 字實為 hi 之誤，不贅。
23 那羅延天（Nārāya a），印度之古代神祇。意譯生本、人生本、人種神。被視同為
Brahma, Vi u及
K a等神，亦係至高我 Puru ottama; Supreme Purusha。又作金剛力士、堅固力士。《大日經．住心品
疏》卷五以其為毗紐天（Vi u）之別名。《慧琳音義》卷六云︰「那羅延，梵語欲界中天名也，一名
毗紐天，欲求多力者承事供養，若精誠祈禱多獲神力也。」（T54, p. 340 a）。趙國華、薛克翹氏《東方
神話――印度古代神話》〈創世〉篇曰：「水叫做『拿拉nāra』，因為水是『那拉』生的；既然水是他
（世尊自有）的最初居所，所以他就叫做『拿拉衍那』（以水為居所者）。」見該書 p.10。此處所說的
「拿拉衍那 Nārāya a」同於梵天。
24 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多了「rak a mi saheyāya
乞參二合彌 娑上醯夜耶」一句，此句不見於開寶梵
本、房山不空本、磧砂本、及高麗本。rak a mi即lak mī，亦即吉祥天女 śrī-mahā-devī、吉祥功德天。印
度神話中福德之神，係那羅延天之妃。
25 「嗚」大正藏本誤作「鳴」。
26 umā-pati (umā-nātha)；umā+pati (烏摩+鉢底）烏摩之夫主 = 濕婆神（śiva）。 烏摩妃，烏摩 (umā)，原
為古印度婆羅門教神妃派所特崇，濕婆神之妻，本稱雪山神女（Pārvatī 帕爾瓦蒂）。難近母（Durgā 杜
爾嘉）及時母（Kālī 迦梨）是其忿怒化身。
27 濕婆（Śiva），印度婆羅門教三大主神之一。他的稱號很多，在《吠陀》神話中，Śiva（吉祥之意）是
暴風神 Rudra 的另一稱呼。《黎俱吠陀》中，Rudra 並非具威力之神，而係將季節風的破壞作用及雨後
之涼爽感加以神格化，遂演變形成的破壞、恐怖之神，同時也是治療、痊癒之神。在《吠陀》時代末期
（西元前1000至前700或前600年），Rudra 之地位逐漸被提高，而被稱為 Paśupati（獸主）、Mahādeva（大
天）、Maheśvara（大自在天）、Iśāna（主宰者）等名。到敘事詩時代之後，則專稱為「濕婆」。

18,
開寶梵本

pa

19,
28

ca ma ha mo dra

na ma sa k dtā ya
namask tāya

開寶校訂本

pañca mahā mudrā

真言藏梵本

pa

不空青龍本

半遮 摩訶 母捺囉二合

房山不空本

半左 摩賀引母捺囉二合 引(21)

曩莫塞訖哩三合跢野(22)

磧砂本

槃遮 摩訶 三慕陀囉(二十二)

南無悉羯唎多耶(二十三)

高麗本

半遮 摩訶 沒陁囉 (23)

娜牟塞訖哩二合多耶(24)

pañca-mahā- mudrā

namas-k tya

五大印者

如是敬禮竟

ca ma hā mu dra (31)

na ma sk tā ya (32)
曩麼塞訖哩三合哆引耶(32)

(31)

20,		

21,

22,

開寶梵本

na mo ma ha ka la ya 		

t i pu ra na ga ra

vi dra pa a ka rā ya

開寶校訂本

namo mahā kālāya 		

tripura nagara29

vidrāva a karāya

真言藏梵本

na mo ma hā kā lā ya 		

tri pu ra na ga ra

vi drā pa a kā rā ya (33)

不空青龍本

曩謨 摩訶迦引羅耶 		

底哩二合補囉 曩誐囉

尾捺囉二合跛拏 迦引羅引耶(33)

房山不空本

曩謨引婆去誐嚩帝(23)

磧砂本

南無 婆伽婆帝(二十四) 摩訶迦羅耶(二十五) 地唎般剌 那伽囉(二十六)

高麗本

娜牟 婆伽上呼筏帝

摩訶迦囉耶(25)

底哩二合補囉 那伽上囉(26) 毗陁囉皤拏 迦囉耶(27)

namo bhagavate

mahākālāya

tri-pura-nagara-

vidrāva a30 -kārāya

敬禮 具德之

大黑天31

三重宮城

作破壞者

毗陀囉波拏 迦囉耶(二十七)

23,

24,

25,

26,

a dhi mu kta ka

śma sā na vā si na

mā t ga a

na ma sa k tta yā

māt ga a

namask tāya
na ma sk tā ya (35)

32

開寶校訂本

adhimuktaka

śmaśāna

真言藏梵本

a dhi mu kto ka

śma śā na va si ni

mā t ga a (34)

不空青龍本

阿地目得迦

捨麼二合捨引曩 嚩悉儞

摩底哩二合誐拏(34)

房山不空本

尾捺囉二合跛拏 迦囉引野(26)

阿入地穆訖得二合迦

vāsinī

濕麼二合舎舍引曩 嚩引

曩謨塞訖哩三合跢引耶(35)
33

麼底哩二合誐拏鼻音(28

)

曩莫塞訖

跢野(29)

三合

		

枲星以反寧引(27)

磧砂本

阿地目帝(二十八)

尸摩舍那 泥婆悉泥(二十九)

高麗本

阿底目多迦

尸摩舍那 縛悉埿(28)

摩怛唎二合伽拏(29)

娜牟塞訖唎多耶(30)

adhimukte

śmaśāna-nivāsini

māt -ga e

namas-k tāya.

愛樂

於尸林塚間居住 [之]

諸本母 眾

如是敬禮竟

摩怛唎 伽拏(三十)

南無悉羯唎多耶(三十一)

28 悉曇梵文 ña 一字少見於古文本上，如開寶梵本及真言藏梵本，多以
代之，或因其易於書寫歟。
29 三重宮城作破壞者，即破壞三城者（tri-pura 三城，由阿修羅所建造的金銀鐵三城，後被濕婆神燒毀。），
為濕婆神之外號之一。anta-kara 毀滅，破壞；nagara 城。 tri-pura-nagara vidrāva a即tri-purântaka破壞三
城 (Śiva神號之一)。
30 vidrāva a降，破壞。
31 Mahākāla大黑天，係Śiva化成世界破壞者的形像之一。
32 adhi-mukta愛樂。śmaśāna 墓地，尸陀林，火葬場；塚間。nivāsin 止，住，居住者。
33 句號「二十八」之八字，房山石經板上污毀不清。

35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開寶梵本

摩賀引迦攞引野(24) 底哩二合補囉 曩誐囉(25)

36

27,

28,

開寶梵本

na mo bha ga vā ta

tā thā ga tta ku lā ya

開寶校訂本

namo bhagavate

tathāgata kulāya

真言藏梵本

na mo bha ga va te

ta thā ga tā

不空青龍本

曩謨引 婆誐嚩帝

怛他引誐跢

俱羅耶(18)

房山不空本

曩謨引 婆去誐嚩帝(30)

怛他去引櫱34 跢

矩攞引野(31)

磧砂本

南無 婆伽婆帝(三十二)

多他伽跢

俱囉耶(三十三)

高麗本

娜牟 婆伽筏帝

怛他揭多

俱囉耶(31)

namo bhagavate

tathāgata-kulāya

敬禮 具德之

如來部尊

ku lā ya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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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開寶梵本

na mo bha ga va te

pa dma ku lā ya

na mo bha ga vā te

va jra ku lā ya

開寶校訂本

namo bhagavate

padma kulāya

namo bhagavate

vajra kulāya

真言藏梵本

na mo bha ga va te

pa dma ku lā ya (19)

na mo bha ga va te

va jra ku lā ya (20)

不空青龍本

曩謨 婆誐嚩帝

鉢娜麼二合 俱羅耶(19)

曩謨 婆誐嚩帝

嚩日囉 俱羅耶(20)

房山不空本

曩謨引婆去誐嚩帝(32)

鉢納麼二合 矩攞引野(33)

曩謨引婆去誐嚩帝(34) 嚩曰35 囉二合矩攞野(35)

磧砂本

南無

般頭摩 俱囉耶(三十四)

南無

跋闍羅 俱囉耶(三十五)

高麗本

娜牟

鉢頭摩二合 俱囉耶(32)

娜牟

筏折囉 俱囉半音用，同下耶(33)

namo

padma-kulāya

namo

vajra-kulāya

敬禮

蓮華部尊

敬禮

金剛部尊

33,

34,

35,

36,

開寶梵本

na mo bha ga vā te

ma i ku lā ya

na mo bha ga vā te

ga ja ku lā ya

開寶校訂本

namo bhagavate

ma i kulāya

namo bhagavate

garja kulāya

真言藏梵本

na mo bha ga va te

ma i ku lā ya (21)

na mo bha ga va te

ga rja ku lā ya (22)

不空青龍本

曩謨 婆誐嚩帝

麼抳 俱羅耶(21)

曩謨 婆誐嚩帝

孽惹 俱羅耶(22)

房山不空本

曩謨引婆去誐嚩帝(36)

麼抳尼

曩謨引婆去誐嚩帝(38)

櫱惹自攞反矩攞引野(39)

磧砂本

南無

摩尼 俱囉耶(三十六)

南無

伽闍 俱囉耶(三十七)

高麗本

娜牟

摩尼 俱囉耶(34)

娜牟

伽上闍 俱囉耶(35)

namo

ma i-kulāya

namo

garja-kulāya

敬禮

寶部尊

敬禮

象部尊

矩攞野(37)

反

34 「櫱」字房山不空本作「 」，現方便處理故，皆暫易作「櫱」，下同。
35 嚩日囉之「日」字房山石經板上壓縮刻成「曰」。

37,

38,

開寶梵本

na mo bha ga vā te

d

開寶校訂本

namo bhagavate

d ha śūra senā

真言藏梵本

na mo bha ga va te

d

不空青龍本

曩謨 婆誐嚩帝

儞唎二合嗏上 輸囉 洗曩

鉢囉二合訶囉拏 囉引惹引耶

房山不空本

曩謨引婆去誐嚩帝(40)

你哩二合茶去 戍引囉 細引曩

鉢囉二合賀囉拏鼻 囉引惹准上野(41)

磧砂本

南無 婆伽婆帝(三十八)

帝唎茶 輸囉 西那(三十九)

波囉訶囉拏 囉闍耶(四十)

高麗本

娜牟 婆伽筏帝(36)

地唎二合茶 輸囉 哂那(37)

鉢囉二合訶囉拏 囉引闍耶(38)

namo bhagavate

d ha-śūra-senā-

prahara a-rājāya

開寶梵本

39,
ha śū ra se na

pra ha ra a rā jā ya
prahara a rājāya

ha śu ra se na

敬禮 具德之

堅固 勇健 軍

40,

41,

ta thā ga tta yā

rha te

pra ha ra a rā jā ya

36

器仗37 王

42,
sa mya ksa

38

bu ddha ya

sa yak sambuddhāya

開寶校訂本

tathāgatāyâ

rhate

真言藏梵本

ta thā ga tā yā

rha te

sa mya ksa

不空青龍本

怛他引誐跢耶

阿囉訶二合帝

糝藐糝母馱耶(11)

房山不空本

怛他引櫱跢引野引

囉曷二合帝(42)

三去𦴭 三沒䭾引野(43)

磧砂本

跢他伽多耶(四十一)

[……]

[……]

高麗本

怛他揭多耶(39)

[……]

[……]

tathāgatāya

arhate

sa yak sambuddhāya

如來

應

正等覺

39

ga va te

44,

45,

46,

a mi tā bha ya

tā thā ga ta yā

rha te

開寶梵本

na mo bha

開寶校訂本

namo bhagavate

amitābhāya

tathāgatāyâ

rhate

真言藏梵本

na mo bha ga va te

a mi tā bhā ya

ta thā ga tā yā

rha te

不空青龍本

曩謨 婆誐嚩帝

阿弭跢婆耶

怛他誐跢耶

阿囉訶二合帝

房山不空本

曩謨引婆去誐嚩帝(44)

阿上弭跢引婆去 引野(45)

怛他去 引櫱跢引野引 囉曷二合帝(46)

40

磧砂本

南無 婆伽婆帝(四十二)

南無

跢他伽多耶(四十四)

阿囉訶帝(四十五)

高麗本

娜牟 婆伽筏帝(40)

阿弥陁引婆引耶(41)

阿彌多婆耶(四十三)

怛他揭多耶(42)

阿囉訶帝

namo bhagavate

amitābhāya

tathāgatāya

arhate

敬禮 具德之

無量光

如來

應

36 d ha堅固，不動；śūra剛健，勇健；senā 軍。
37 prahara a 擊退，毀，器仗，刀；rāja王。敦煌本P 3916《白蓋陁羅尼經》意譯作：「擊王」。沙囉巴《大
白傘蓋陀羅尼經》譯作：「器械王」(T19, p. 401 b)。
38 tathāgatāyârhate = tathāgatāya + arhate. 房山不空本作「怛他引櫱跢引野引囉曷二合帝」是一個相當準確的音譯
（音寫）。
39 此 bha 字似 ka 字。
40 磧砂本此「南無」二字疑衍，餘本均無。

37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43,

bu ddhā ya (11)

開寶梵本

38

47,

48,

49,

50,

sa mya ksa bu ddha ya

na mo bha ga va te

a k e bhyā ya

ta thā ga tā yā

41

開寶校訂本

sa yak sambuddhāya

namo bhagavate

真言藏梵本

sa mya ksa

不空青龍本

糝藐糝母馱耶(12)

曩謨 婆誐嚩帝

房山不空本

三去𦴭 三去沒䭾野(47) 引

曩謨 婆去誐嚩帝(48)

磧砂本

三藐三菩陀耶(四十六)

南無 婆伽婆帝(四十七) 阿芻鞞耶(四十八)

跢他伽多耶(四十九)

高麗本

三藐三菩陁耶(43)

娜牟 婆伽筏帝(44)

阿茤鞞也(45)

怛他揭多耶(46)

sa yak-sambuddhāya

namo bhagavate

ak obhyāya

tathāgatāya

正等覺

敬禮 具德之

不動

如來

bu ddhā ya (12) na mo bha ga va te

51,

52,

開寶梵本

rha te

sa mya ksa

開寶校訂本

rhate

sa yak sambuddhāya

真言藏梵本

rha te

sa mya ksa

不空青龍本

阿囉訶二合帝

糝藐糝母馱引耶(13)

bu ddha ya

bu ddhā ya (13)

ak obhyāya

tathāgatāyâā	

a k o bhyā ya

ta thā ga tā yā

阿上屈數二合弊夜二合引耶
屈茤二合毗夜二合引野(49)

怛他誐跢耶
怛他引櫱跢引夜引

53,

54,

na mo bha ga va te

bhai a jyā gu ru vai tū rya

namo bhagavate

bhai ajya guru vai ūrya

na mo bha ga va te

bhai ai jya gu ru vai tū rya

曩謨 婆誐嚩帝

偝殺上爾耶二合 虞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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吠女去引璃42 耶二合

房山不空本 囉曷二合帝(50)
三去𦴭 三去沒䭾引野(51)
曩謨 婆去誐嚩帝(52)
				

佩殺尒野二合 麌遇縷嚕		
吠微閇口女尼古哩野二合

磧砂本
阿囉訶帝(五十) 三藐三菩陀耶(五十一)
南無 婆伽婆帝(五十二)
				

鞞沙闍耶 俱盧		
吠柱唎耶(五十三)

高麗本

阿羅訶帝

三藐三菩陀耶(47)

娜牟 婆伽筏帝(48)

				

毗沙闍

俱嚕二合

吠琉璃唎耶(49)

arhate

sa yak-sambuddhāya

namo bhagavate

bhai ajya-guru-vai ūrya

應

正等覺

敬禮 具德之

藥 師 琉璃

55,

56,

57,

58,

開寶梵本

pra bha rā jā ya

tā thā gat a yā

rha te

sa mya ∥ksa

開寶校訂本

prabhā rājāya

tathāgatāyâ

rhate

sa yak sambuddhāya

真言藏梵本

pra bha rā jā ya

ta thā ga tā ya

rha te

sa mya ksa

不空青龍本

鉢囉二合婆

怛他誐跢耶

阿囉訶二合帝

糝藐糝母馱引耶(14)

房山不空本

鉢囉二合婆去 囉引惹引野(53)

怛他引櫱跢引夜引

囉曷二合帝(54)

三去𦴭 三去沒䭾引野(55)

磧砂本

般囉婆 囉闍耶(五十四)

跢他伽多耶(五十五)

[……]

[……]

高麗本

鉢囉二合婆 囉引闍耶(50)

怛他揭多耶(51)

阿囉訶帝

三藐三菩陁耶(52)

prabhā-rājāya

tathāgatāya

arhate

sa yak sambuddhāya

光王

如來

應

正等覺

引

惹耶

41 開寶梵本ak obhyāya作 ak ebhyāya，皆因k e欠一左鈎故。
42 「璃」作「口」旁。

bu ddhā ya

bu ddhā ya (14)

59,

60,

61,

開寶梵本

na mo bha ga va te

sa

開寶校訂本

namo bhagavate

sampu pita-

真言藏梵本

na mo bha ga va te

sa

pu pī tā

sā le ndra rā jā ya

不空青龍本

曩謨 婆誐嚩帝

糝補澁比二合引跢引

娑引練43 娜囉二合 𡆗

房山不空本

曩謨 婆去誐嚩帝(56)

三去補澁畢二合多上

娑上隣上捺囉二合 囉引惹引野(57)

磧砂本

南無 婆伽婆帝(五十六)

三補師毖多(五十七)

薩憐捺囉 剌闍耶(五十八)

高麗本

娜牟 婆伽筏帝(53)

三布瑟畢多

娑囉

namo bhagavate

sampu pita-

sālendra-rājāya

敬禮 具德之

開敷華

娑羅樹 王

62,

63,

64,

開寶梵本

tā thā gat a yā

rha te

sa □ ksa bu ddhā ya

開寶校訂本

tathāgatāyâ

rhate

sa yak sambuddhāya

真言藏梵本

ta thā ga tā ya

rha te

sa mya ksa

不空青龍本

怛他引誐跢耶

阿囉訶二合帝

糝藐糝母馱引耶(15)

房山不空本

怛他去櫱跢引夜引

囉曷二合帝(58)

三去𦴭 三沒䭾引野(59)

磧砂本

跢他伽多耶(五十九)

阿囉訶帝(六十)

三藐三菩陀耶(六十一)

高麗本

怛他揭多耶(55)

阿囉訶帝

三藐三菩陁引耶(56)

tathāgatāya

arhate

sa yak-sambuddhāya

如來

應

正等覺

pu pi ta

sā le dra ra jā ya
sālendra rājāya

惹引耶

引

囉引闍夜(54)

44

bu ddhā ya (15)

開寶梵本

[……]

開寶校訂本

[……]

真言藏梵本

na mo bha ga va te

śā kya mu na ye

ta thā ga tā yā

rha te

sa mya ksa bu ddhā ya (16)

不空青龍本

曩謨 婆誐嚩帝

舍引枳也二合牟曩曳

怛他誐哆耶

阿囉訶二合帝

糝藐糝母馱引耶(16)

房山不空本

曩謨引婆去誐嚩帝(60) 舎引枳野二合母曩曳引(61) 怛他引櫱跢引夜引 囉曷二合帝(62)

磧砂本

南無 婆伽婆帝(六十二) 舍雞野母那曳(六十三)

跢他伽多耶(六十四) 阿囉訶帝(六十五) 三藐三菩陀那45(六十六)

高麗本

娜牟 婆伽筏帝(57)

舍抧也二合母娜曳(58)

怛他揭多耶(59)

阿囉訶帝

三藐三菩陀引耶(60)

namo bhagavate

śākyamunaye

tathāgatāya

arhate

sa yak-sambuddhāya

敬禮 具德之

釋迦牟尼

如來

應

正等覺

三去 三去沒䭾引野(63)

43 「練」作「口」旁。
44 高麗本：「娑囉 囉引闍夜」śāla rājāya。磧砂本：「薩憐捺囉 剌闍耶」sālendra rājāya = sāla+indra rājāya。
意譯依磧砂本。
45 「那」應為「耶」。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 以下「敬禮 釋迦牟尼如來」句開寶梵本缺 }

39

65,

40

66,
46

ma

67,

68,

ke tu ra ja ya

ta thā gat a yā

開寶梵本

na mo bha ga va te

ra tna ku yu

開寶校訂本

namo bhagavate

ratna kusuma

ketu rājāya

tathāgatāyâ

真言藏梵本

na mo bha ga va te

ra tna ku su ma

ke tu rā jā ya

ta thā ga tā yā

不空青龍本

曩謨 婆誐嚩帝

囉哆曩二合 俱蘇麼

鷄都

怛他誐跢耶

房山不空本

曩謨引婆去誐嚩帝(64)

喇怛曩二合 矩素麼

計引覩 囉引惹引野(65)

怛他引櫱跢引夜引

磧砂本

南無 婆伽婆帝(六十七)

剌怛那

雞都 囉闍耶(六十八)

跢他伽多耶(六十九)

高麗本

娜牟 婆伽筏帝(61)

囉怛那 俱蘇摩(62)

鷄都 囉引闍耶(63)

怛他揭多耶(64)

namo bhagavate

ratna-kusuma-

ketu-rājāya

tathāgatāya

敬禮 具德之

寶 華

幢 王

如來

惹引耶

引

69,

70,

71,

72,

開寶梵本

rha te

sa mya ksa bu ddhā ya

te a

na ma sk tva

開寶校訂本

rhate

sa yak sambuddhāya

te ām

bu ddhā ya (17)

e bhyo

namask tvā
47

na ma sk tv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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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言藏梵本

rha te

sa mya ksa

不空青龍本

阿囉訶二合帝

糝藐糝母馱引耶(17)

房山不空本

囉曷二合帝(66)

三去藐三去沒䭾引野(67)

帝釤

曩莫塞訖哩三合怛嚩二合

磧砂本

阿囉訶帝(七十)

三藐三菩陀耶(七十一)

帝瓢

南無薩羯唎多(七十二)

高麗本

阿羅訶帝

三藐三菩陁引耶

帝瓢(65)

娜牟塞訖哩二合多皤

arhate

sa yak-sambuddhāya

tebhyo

namask tvā

應

正等覺

如是

敬禮竟

73,

翳瓢引

(36)

曩謨塞訖哩三合跢嚩二合引

(36)

74,

開寶梵本

i ma

bha ga va ta

sta thā ga tu

開寶校訂本

i mā

bhagavata

stathāgato ī a

真言藏梵本

i mā

bha ga va ta (38)

sta thā ga to

不空青龍本

伊

房山不空本

伊上

婆誐嚩跢(38)
引
48

婆去誐嚩哆

ī a

ī ā

(39)

娑跢二合他誐覩引瑟膩二合引衫(39)
娑怛二合他去引櫱妬引瑟抳二合引釤(69)

磧砂本

翳曇

婆伽婆多(七十三)

薩怛他伽都瑟尼釤(七十四)

高麗本

翳摩含49 婆伽筏多(66)

薩怛他揭都烏瑟尼衫(67)

imā

stathāgato ī a

此

46
47
48
49

bhagavata
世尊

是處之yu字應為su之誤，字形相近故。
tebhyo如是；te ām / ebhyo。= idam。
翳曇 idam此，如是。= imā
高麗本：翳摩含 = imā 。

如來頂髻

(37)

(68)

75,
開寶梵本

50

se

76,
tā ta pa tra

77,

na mā pa ra ji ta
namâparājitā

開寶校訂本

sitātapatra

真言藏梵本

si tā ta pa tra

(40)

不空青龍本

悉嚲跢鉢哆

二合 (40)

房山不空本

悉跢多鉢怛囕二合

磧砂本

薩怛多般怛

高麗本

悉怛多引鉢怛

na mā pa rā ji tā

(70)

(七十五)

pra tya

51

∥

pratya girā
pra tyu gi ra

(41)

(42)

曩莽引跛囉爾跢(41)

鉢囉二合底孕二合祗囕二合

曩麼引跛囉引尒自以反擔(71)

鉢囉二合底孕二合儗霓以囕引

南無阿婆囉視躭(七十六)

般囉帝揚岐囉(七十七)

娜牟阿波引囉支單半音

二合 (68)

gi rā

(69)

鉢羅登登甑反擬擬異反囉

sitātapatra

namâparājitā

pratya girā[ ] 52

白傘蓋〔尊〕

名 無能勝者

遍能調伏〔尊〕

(42)
(72)

(70)

{以下 真言藏梵本及不空青龍本三句 開寶梵本等餘本缺}
開寶梵本

[……]

開寶校訂本

[……]

真言藏梵本

sa rva de va na ma sk tā

不空青龍本

薩嚩泥嚩 曩麼塞訖哩三合擔(43) 薩嚩泥吠毘藥二合 布引爾擔(44) 薩嚩泥吠 尸奢二合跛哩播引里擔(45)

房山不空本

[……]

磧砂本

[……]

高麗本

[……]

sa rva de ve bhya pū ji ta

(43)

(44)

sa rva de ve śca pa ri pā li ta

(45)

41
79,

80,

開寶梵本

sa rva bhu ta kra ha

ni kra ha ka ra

開寶校訂本

sarva bhūta graha 55

nigraha 56 kara ī

真言藏梵本

sa rva bhū ta gra ha

ni gra ha ka rī

不空青龍本

薩嚩

部哆 誐囉二合訶

房山不空本

薩嚩

部多 屹囉二合賀

a

53

pā ra vi dya cchi54 nda ī

(46)

儞誐囉二合訶 迦唎炎二合(46)

pa ra vi dyā cche da na ka rī

屹囉二合賀 迦囉抳滛二合(73) 跛囉 尾你也二合引 砌娜 𩕳

薩囉婆 部多 揭囉訶(七十八) 尼羯囉訶 揭迦囉訶尼(七十九) 跋囉 毖地耶 吒

高麗本

薩嚩

[…]

迦囉尼(71)

58

寅二合引

(74)

陀你(八十)

波囉 微入地也二合 掣車曳反陁輕呼你(72)

sarva bhūta-graha

[nigraha]-kara ī

para-vidyā-cchedanī[ ]

一切

悉能降伏

怨敵明咒 悉皆斷滅

鬼所魅

(47)

跛囉 尾儞也二合反 砌娜 曩迦唎炎二合(47)

磧砂本

部多 揭囉二合訶

57

para vidyā cchedanī

50 se應為 si，悉曇梵文母音 e 的略符與 i 的略符僅為長短之分，開寶梵本中多見此例，如 si 作 se，ci 作
ce 等。反之亦然。
51 namâparājitā = nama+aparājitā
52 praty-a giras，神名之一，譯云：大廻遮母，獅面女神，大緊母。
53 kara a 疑為 kara ī 。按房山不空本：「迦囉抳滛二合」可還原作 kara ī 。
54 chi應為 che，參見上註50。
55 bhūta-graha鬼所魅、鬼邪嬈、鬼病。graha 執、所魅、抓住。
56 ni-graha 捉拿、禁止、制止、降伏、調伏、折伏、摧伏。高麗本疑缺此詞。 kāra作。房山不空本：「 屹
囉二合賀 迦囉抳滛二合」(73) nigraha-kara ī 。
57 para 他、彼、異、仇敵；chedana 消滅，截斷，斷除。
58 「吒」音 ta，此處「吒」疑應為「叱」che 之誤。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78,

{真言藏梵本及不空青龍本於句47 後多下列部份，餘本均缺}
開寶梵本

[……]

開寶校訂本
真言藏梵本

du na

ta nā

sa tvā nā

da ma ka

du ā nā

nī vā ra ī

不空青龍本

訥難上

哆喃引

薩哆嚩二合喃

娜麼劍

訥瑟吒二合喃

儞嚩囉抳炎二合

房山不空本

[……]

磧砂本

[……]

高麗本

[……]

81,
開寶梵本

m tya

a kā rā

pa ri tra a ka ryi

akāla m tyu

pari trā a60 karī

真言藏梵本

ā kā la m tyu

pra śa ma na ka rī

不空青龍本

阿迦引羅

鉢囉二合奢麼曩 迦哩炎二合

房山不空本

阿上迦引藍 沒

磧砂本

阿迦囉

高麗本

阿哥引囉輕呼 微哩入二合駐(73)

波唎 怛囉耶引那 揭唎(74)

akāla m tyu

pari trāya a karī[ ]

非時橫死

悉能救護

59

沒哩二合底庾二合
二合

底

(49)
(49)

跛哩 怛囉二合引拏 迦哩寅二合引 (75)

二合

蜜唎柱(八十一)

般唎 怛囉耶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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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開寶梵本

(48)

82,

開寶校訂本

42

(48)

揭唎(八十二)

84,
61

sa rva ma ndhā na

mo k a ī

sa rva du a du svā pna ni va ra ī

62

開寶校訂本

sarva bandhana mok a ī

真言藏梵本

sa rva ba ndha na mo k a na ka rī

不空青龍本

薩嚩 滿馱曩 目去引訖刃二合曩迦唎炎二合 (50)

薩嚩 努瑟吒二合 訥塞嚩二合般曩 儞嚩引囉抳炎二合引 (51)

房山不空本

薩嚩 滿䭾曩 謨乞灑二合抳滛二合

薩嚩 訥瑟吒二合 耨娑嚩二合鉢曩二合

磧砂本

薩囉婆 槃陀那 目叉尼(八十三)

薩囉婆 突瑟吒(八十四) 突悉乏般那 你伐囉尼(八十五)

高麗本

薩嚩

薩嚩 突瑟吒二合 上(76) 突莎般那 你縛囉尼

畔陁那

sarva du a du -svapna nivāraī ī
(50)

(76)

乞叉 那 迦唎(75)

sa rva du a du sva pna ni vā ra ī

(51)

嚩引囉抳滛二合引

(77)

(77)

sarva bandhana mok anī[ ]

sarva du a

du -svapna nivāra ī[ ]

一切禁縛 解脫

一切 惡

噩夢 [悉皆]遮止

59 校訂本 akāla m tyu 原梵本作akārā m tyu ，la為 ra之誤，又多了 （在悉曇梵文書寫上就是在字上多
了一個點。）， m tyu 為m tyu之誤寫，缺 u之母音略符，又多了 。 校訂本據真言藏梵本、房山不空
本音寫改。
60 pari-trā a或pari-trāya a, 救攝，保護。開寶梵本作pari-trā a；房山不空本：「跛哩 怛囉二合 引拏」。磧
砂本及高麗本作：「波唎 怛囉耶引那」pari-trāya a。真言藏梵本作pra-śamana，平息，息滅。praśama
-kara 使停息。
61 mandhāna應為bandhana，惟房山不空本亦音寫作：「滿䭾曩」。開寶梵本中數處bandha 皆作mandha。校
訂本暫據真言藏梵本、高麗本、磧砂本改。
62 mok a a解脫。

85,

86,

87,

開寶梵本

ca tu ra śi ti nā

gra ha sa hā sra ā

vi dhva sa na ha ryā

開寶校訂本

catur āśītīnā

graha sahasrā ā

vidhva sana karī

真言藏梵本

ca tu ra śī tī nā

不空青龍本

者覩囉施引底喃引

房山不空本

拶覩囉試引底引南上引

磧砂本

赭都囉失帝南(八十六)

羯囉訶 娑訶薩囉若闍63

高麗本

者都囉引室底喃(78)

揭囉訶 娑訶娑囉引喃(79)

微陁防娑引那 羯哩(80)

catur- āśītīnā

graha sahasrā ā

vidhva sana karī[ ]

gra ha sa ha srā nā

(52)
(52)
(78)

八十四

開寶校訂本

a āvi śatīnā

真言藏梵本

a a vi

尾特奉二合娑曩 迦唎炎二合

尾特吻二合娑曩 迦哩寅二合引

śa ti nā

不空青龍本

阿瑟吒二合尾孕二合捨底喃引

房山不空本

阿上瑟吒二合引尾孕二合設底難上

磧砂本

阿瑟吒 冰舍帝南(八十九)

高麗本

阿瑟吒 氷設底喃去聲呼 呼皆同

śa tī nā

(54)

屹囉二合賀 娑賀娑囉二合

88,
a a vi

sa na ka rī

孽囉二合訶 娑訶娑囉二合喃(53)

惡星

開寶梵本

vi dhva

(53)

(八十七)

64

千（八萬四千惡星）

(80)

毗多崩娑那 羯唎(八十八)

悉能摧壞

89,

90,

na k a tra nā

pra sa da na ka ryā

nak atrā ā

pra sādana karī

na k a trā nā

(55)

引 (79)

(54)

pra sā da na ka rī

(56)

(57)

諾訖剎二合多囉二合引喃(56)

鉢囉二合娑引娜曩 迦唎炎二合

諾乞剎二合怛囉二合引喃引 (82)

鉢囉二合娑引娜曩 迦哩寅二合引

那叉剎怛囉若闍(九十)

波囉薩陀那羯唎(九十一)

諾剎怛囉喃(82)

鉢囉二合娑引陁那羯哩

a āvi śatīnā

nak atrā ā

pra-sādana karī[ ]

二十八

星宿

[悉皆] 歡喜65 (令)作

91,

92,

93,

開寶梵本

a a nā

ma hā gra ha nā

vi dhva sa na ka rya

開寶校訂本

a ānā

mahā grahā ā

vidhva sana karī

真言藏梵本

a a nā

不空青龍本

阿瑟吒二合喃(58)

摩訶 誐囉二合訶引喃(59)

尾特奉二合娑上曩 迦唎炎二合(60)

房山不空本

阿上瑟吒二合難上引

摩賀引屹囉二合賀

尾特吻二合娑曩 迦哩寅二合引

磧砂本

阿瑟吒南(九十二)

摩訶 揭囉訶若闍(九十三)

毗多崩薩那羯唎(九十四)

高麗本

阿瑟吒二合喃(83)

摩訶 揭囉訶喃(84)

微陁防二合薩那羯哩(85)

a ānā

mahā-grahā ā

vidhva sana karī[ ]

八

大 惡星

悉能 摧壞

(81)

(81)

ma hā gra hā nā

(59)

(84)

vi dhva sa na ka rī

(57)
(83)

43

(60)

(85)

63 娑訶薩囉若闍
sahasrā ā 。「若闍」應為「若闇」，詳考請參閱拙文：〈敦煌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
尼》初探 ――敦煌本《楞嚴咒》之校勘及譯釋〉p. 149, 186。
64 catur- āśītīnā graham sahasrā ā 八萬四千惡星（八十四千惡星）。
65 pra-sādana清淨，生歡喜。 pra-sādana karī 悉令清淨歡喜。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58)

(55)

44

94,

95,

開寶梵本

sa rva śa tru ni va ra nī

gho ra

du svā pna nā

ca na śa rya

開寶校訂本

sarva śatru nivāra ī

ghorā

du -svapnānā

ca naśanī

真言藏梵本

sa rva śa trū ni vā ra ī

gu rā

du sva pna nā

不空青龍本

薩嚩捨咄嚕二合 儞嚩引囉抳炎二合(61)

房山不空本

薩嚩設咄嚕二合

磧砂本

薩婆 舍都嚧 你婆囉若闍

高麗本

薩嚩 舍都嚕二合 你嚩囉尼(86)

(61)

虞

96,

㘕引 努 娑嚩二合鉢曩難引

具囕

嚩囉抳滛二合引(86)

左 曩引設

難

ghorā

du -svapnānā

一切 怨讎 遮止

怖畏

惡夢

遮 那舍尼(88)

67

ca naśanī[ ] 68
亦 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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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98,

開寶梵本

vi a śa sa tra

a gni […]69 u ta ra nya

開寶校訂本

vi a śastra

agni uttāra ī

真言藏梵本

vi a śa stra (64)

a gni

u da ka

u tra ī

不空青龍本

尾娑 設娑上哆囉三合

阿祇儞二合

烏娜迦

烏哆囉二合抳炎二合

房山不空本

尾灑設娑怛囉三合

阿 上儗

[…]

嗢跢囉抳滛二合 (88)

磧砂本

毖沙 舍悉怛囉(九十七)

阿吉尼

烏陀迦

囉若闍(九十八)

高麗本

毗沙 設薩怛囉(89)

阿祁尼(90)

烏陁迦

囉尼(91)

vi a śastra

agni

udaka [uttā]ra ī

毒藥 刀杖

火

水

(64)

99,			
開寶梵本

a pa ra ji ta

ma hā gho rā

開寶校訂本

aparājitā

真言藏梵本

		

二合

(65)
(65)

70

救度

100,
ma hā pa rā

ma ha ca

mahā ghorā 		

mahā balā

mahā ca ā

a pa rā ji tā

[…] gu rā 		

[……]

ma hā ca

不空青龍本

阿跛囉爾跢引

[…] 虞 		

[……]

摩訶

房山不空本

阿上跛囉引尒擔

摩賀引具引攬引

摩賀引摩攬引

(89)

滛二合 (87)

遮 那舍尼(九十六)

巨去囉喃(87) 突室乏二合鉢那難

sarva śatru ni-vāra ī

(63)

者 曩捨儞炎二合 (63)

(62)

耨 娑嚩二合鉢曩二合難上

呼藍66 突 悉乏

(九十五)

ca nā śa nī

(62)

(90)

nā

hna (66)

戰拏喃二合引

摩賀引 贊喃上引

(91)

71

磧砂本

阿般囉視多

[…] 具囉(九十九)

摩訶 般囉 		

戰持

高麗本

阿波引囉視多

[…] 具囉(92)		

摩訶 跋囉 		

戰拏(93)

a-parā-jitā

ghorā[ ]		

mahā balā[ ] 		

ca ā[ ]

無能勝

怖畏母		

大力母 		

暴惡母

66
67
68
69

(66)

(一百)

呼藍，巨囉喃 ghorā 。 ghora怖畏。
du -svapna 惡夢。
naśana消失，消滅，驅除。
開寶梵本缺「udaka (水)」，房山不空本亦缺，是則此版本沒有「udaka (水)」一詞歟，校訂本從缺；真
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磧砂本、高麗本均具。
70 ut-tāra a 救助，濟度。亦作ut-tara a。
71 戰持ca ī (f.) 暴惡女神，Durgā稱號之一。高麗本作「戰拏」ca ā (f.) 意同。

101,
開寶梵本

pa ta

ma ha dya

102,

103,

ma ha te ca

ma ha śve ta

ma ha jva ra

開寶校訂本

mahā dīptā

mahā tejā

mahā śvetā

mahā jvālā

真言藏梵本

ma hā dī ptā

ma hā te ja

ma hā śve tā

[…]

jvā la (68)

不空青龍本

摩訶 蟄而指反

摩訶 始吠二合擔

[…]

入嚩二合攞(68)

房山不空本

摩賀引 捻奴揖鉢擔二合

摩賀引 濕吠二合擔引(94)

摩賀引 入嚩二合攬(95)

磧砂本

摩訶 疊多(一百一)

摩訶 帝闍(二)

摩訶 稅 多

[…]

闍婆囉(三)

高麗本

摩訶 提哆(94)

摩訶 帝闍(95)

摩訶 稅尾二合多(96)

[…]

什伐二合囉(97)

mahā dīptā[ ]

mahā tejā[ ]

mahā-śvetā[ ]

jvālā[ ]

大熾焰母

大威德母

大白母

光焰母

引

勃擔二合
(92)

(67)

摩訶 帝染二合

(67)

摩賀引 帝引染自攬

(93)

104, 		
開寶梵本
開寶校訂本

ma ha ma lā
mahā mālā

pa

72

a ra va si ni

pā ara vāsinī
73

106,

a rya ntā rā

bh ku ī

ārya tārā

bh ku ī

a rya tā rā (70)

bh ku ī

阿唎耶二合跢引囉引 (70)

毘唎二合俱知炎二合 (71)

真言藏梵本

ma hā ba lā śrī ya

pa

不空青龍本

摩訶 末攞二合 室哩二合耶

半拏囉 嚩引徙儞炎引 二合(69)

房山不空本

摩賀引 麼攞引

半拏囉 嚩引枲

磧砂本

摩訶 跋囉

槃陀囉 婆悉你(四)

阿唎耶 多囉(五)

毗唎俱知(六)

高麗本

摩訶 跋囉(98)

半茶囉 嚩引悉你(99)

阿唎耶 多囉(100)

毗哩二合俱知

mahā balā [mālā]

pā ara vāsinī[ ]

ārya tārā

bh ku ī[ ]

白 處 母75

聖 救度母

毗俱知 [顰眉]76

(或)[大華鬘]74

(69)

𩕳引 (97)

(71)

阿去引哩野二合跢引囉引(98) 勃哩二合矩砧去引

(99)

45

107,

108,

109,

110,

開寶梵本

cai va vi ja ya

va jra ma ri ti

vi śrū ta

pa dma ka

開寶校訂本

caiva77 vijaya

vajra māleti78

vi śruta

padmakā

真言藏梵本

ce va ja

va jra ma le ti (73)

vi śrū tā

不空青龍本

制嚩 染(72)

嚩日囉二合摩禮底(73)

尾輸嚕二合擔引 (74)

鉢納麼二合加

房山不空本

載嚩 尾惹野(100)

嚩日囉二合麼上礼底

尾秫嚕二合擔(101)

鉢納懵(止)二合劒(102)

磧砂本

誓婆 毗闍耶(七)

跋闍囉 摩禮底(八)

毗舍嚧多(九)

勃騰罔迦(十)

高麗本

制嚩 毗闍耶(101)

筏折囉二合 摩礼底

毗輸嚕多(102)

鉢踏

caiva vijaya

vajra māleti

vi-śruta

padmakā[ ]

及如

金剛 鬘尊 如是

名稱遍聞之

蓮華母尊

(72)

最勝

(74)

pa dmā ā

79

(75)
二合 (75)

迦(103)

72 mālā 華鬘，房山不空本作：「麼攞引」，不空青龍本亦作：「末攞二合」，但併合音，而真言藏梵本作：
「balā」。磧砂本、高麗本作：「跋囉」。
73 真言藏梵本：mahā balā śrīya 大力吉祥者。
74 依高麗本作：「大力」，或依房山不空本作：「大華鬘」。
75 vāsin 穿著…的，處於 (居在)，pā ara vāsinī[ ] 意云：服白衣母，白處母。
76 「毗俱知」意云顰蹙（皺著眉頭）、顰額。
77 caiva = ca+eva。
78 māleti = mālā+iti。
79 真言藏梵本作：「pa dmā ā 」，大正藏本《大佛頂大陀羅尼》梵本作：「pa dma kmā 」(T19, p. 103 b)。
明覺《大佛頂如來放光悉怛他鉢怛囉陀羅尼勘註》梵字亦作「pa dma kma 」(T61, p. 608 a)。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大力

(96)

a ra vā si nī

105,

111,		112,
開寶梵本

va jrā ji hva

ca

113,

ma la cai vā pa rā ji ta

vajra da ī

81

va jra da

i (78)

開寶校訂本

vajra jihvā

ca

mālā caivâparājitā

真言藏梵本

va jra ji hva

ca

ma lā ce vā pa rā ji tā

不空青龍本

嚩日囉二合 爾賀嚩二合 者(76)

房山不空本

嚩日囉二合

磧砂本

跋闍囉 制喝那阿

高麗本

跋折囉 兒熾曳反訶縛 者(104)

摩囉 制縛(105) 般囉室多(106)

跋折時熱反

vajra jihvā

ca

mālā caivâparājit

vajra da ī

金剛

及

華鬘 又如是 無能勝

金剛杵尊

(76)

賀嚩二合左(103)

舌

開寶梵本

vi śa la

ca

(77)

莽攞 制嚩跛囉引爾跢引 (77)

嚩日囉二合 難膩(78)

麼引攞引 載引嚩引跛囉引尒多(104)

嚩日囉二合引難上膩寅二合 (105)

遮(一百十一) 摩囉 制婆 般囉質多(十二)

114,		115,

46

ī

va jrā nā

80

跋闍囉 檀持(十三)

116,
82

117,

so mya ru pa

śā ntā ve de va pu ji ta

83

pūjitā

囉二合 檀持(107)

上

saumya

rūpā

ma ha śve ntā
mahā śve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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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寶校訂本

viśāla

ca

śāntatve deva

真言藏梵本

vi śa lā

ca (79)

śa ntā vai de ha pū ji tā

不空青龍本

尾舍邏引

者(79)

扇跢引吠

房山不空本

尾舍引攞引

左

扇跢吠(106) 祢去嚩 布引尒擔引(107)

磧砂本

毗舍囉

遮(十四) 扇多 舍鞞 提婆 補視多(十五)

蘇摩 嚧波(十六)

摩訶 稅 多(十七)

高麗本

毗舍羅摩

遮(108)

扇多 舍毗 提嚩 布室哆

蘇摩 嚕波(109)

摩訶引稅尾二合多引 (110)

viśāla

ca

śānta savai deva pūjitā[ ]

saumā rūpā[ ]

mahā śvetā

廣大

及

寂靜 天 供養母

[如]月和悅 相貌

大 白母

(80)

泥訶 布引爾跢(80)

sau mi ru pā (81)

ma hā śve tā (82)

燥咩 嚕波(81)

摩訶始吠二合哆引 (82)

掃去引弭野二合嚕喯補敢(108) 摩賀濕吠二合跢引 (109)

118, 			

119,		

120,

開寶梵本

a rya nta ra 			

ma ha ma la a pa rā

va jra śa ka lā

cai va

開寶校訂本

ārya tārā 			

mahā mālā aparā		

vajra śa kalā

caiva

真言藏梵本

rya tā rā (83)			

ma hā ba lā

a pa rā (84)

va jra śa ka lā

ce va

不空青龍本

阿引唎耶二合 跢引囉引

摩訶 末攞引

阿跛囉(84)

嚩日囉二合商迦囉

制嚩(85)

房山不空本

阿上哩野二合 跢引囉(110)

摩賀引 麼攞(111) 阿上跛囉引

嚩日囉二合餉迦攞引 載嚩(112)

磧砂本

阿唎耶

多囉(十八)

摩訶 婆囉

跋闍囉 商羯囉

制婆(二十)

高麗本

阿哩耶

多羅(111)		

摩訶引 跋囉 阿波囉(112)

跋折囉二合商羯囉

制婆(113)

vajra śa kalā

caiva

金剛 鏁鏁

及如是

(83)

阿般囉(十九)

ārya tārā 			

mahā balā [mālā] aparā

聖 救度母			

大 力 (或)[大華鬘]

84

無比

(85)

80 caivâparājitā = caiva+aparājitā。
81 開寶梵本：「vajrā nā ī 」，房山不空本音譯同：「嚩日囉二合 引難上膩寅二合」，惟vajrā nā ī 難得其
解，最接近的音是不空青龍本：「嚩日囉二合 難膩」，真言藏梵本作：「vajra da i」，磧砂本：「跋闍
囉 檀持」，高麗本：「跋折上囉二合 檀持」亦接近，故暫以之代。
82 śānta寂靜、柔善。śāntatva [=śāntatā] 寂靜。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作：「śantāvai deha扇跢引吠 泥
訶」。房山不空本：「扇跢吠(106) 祢去嚩」；房山石經慈賢本：「吠(二十四) 祢喝」。 P 3916《白蓋陁羅
尼經》意譯作：「和顏(?)天眾供養者」。 磧砂本、高麗本作：「扇多舍毗 提嚩 śānta savai deva」。
83 saumya如月平靜的，和悅的；月光saumī吠陀(f.)，saumā雅語。月，蘇摩。開寶梵本句116與房山不空本
句108一致。
84 依高麗本作：「大力」，或依房山不空本作：「大華鬘」。

121,

122,

123,

開寶梵本

va jra kau ma ri

ku la ndha ri

va jra ha sta

ca

開寶校訂本

vajra kaumārī

kula

vajra hastā

ca

真言藏梵本

va jra kau mā ri

ku la ndha rī (87)

va jra ha stā

ca (88)

不空青龍本

嚩日囉二合矯摩唎(86)

俱蘭上馱唎引 (87)

嚩日囉二合 訶娑哆二合

者(88)

房山不空本

嚩日囉二合矯魚矯反

矩嬾䭾哩引

嚩日囉二合 賀娑跢二合引

左(114)

磧砂本

跋闍囉 俱摩唎(一百二十一)

俱藍陀唎(二十二)

跋闍囉 喝薩多

遮(二十三)

高麗本

怛他天可反 跋折囉 俱摩唎迦(114)

俱

跋折囉 訶薩哆

者二合85 (116)

tathā vajra kaumārīka

kula

vajra hastā

ca

如是

持種性女

金剛手

及

(86)

麼鼻

引

哩

引

金剛 童女

dharī

(113)

㘕盧紺反咃唎(115)
dharī 86

124, 		

125,
ca na ma ri ka

ku su

cai va87

bhā ra tnā

開寶梵本

ma ha vi dyā

ka

開寶校訂本

mahā vidyā

kāñcana mālikā

真言藏梵本

ma hā vi dyā ta thā

kā

不空青龍本

摩訶引尾儞也二合引 怛他

建者曩 麼理迦(89)

俱蘇唵二合婆

房山不空本

摩賀引尾你野二合引

謇左曩 麼(鼻)引理迦引 (116)

矩蘇唵二合婆去引 喇怛曩二合 載嚩(117)

(115)

ca nā mā li ka

kusumbha88 ratnā
(89)

caiva

ku su mbha ra ta na (90)
囉哆曩(90)

毗地耶

乾遮那 摩唎迦(二十四)

啒蘇母婆羯

囉跢那(二十五)

高麗本

微地也(117)

乾遮那 摩引唎迦(118)

俱蘇婆喝

囉怛囉怛89 那(119)

vidyā

kāñcana mālikā

kusumbhaka

ratnā

明了

金

赤

寶[珠] 母

85
86
87
88

華鬘 母

此「二合」注音疑應置於「者」之前，「訶薩哆二合 (hastā)」。
kula -dhara 持種性者，家族的支持者。
開寶梵本句125末「caiva」與房山不空本句117末「載嚩」一致，餘本均缺。
kusumbha 或 kusumbhaka譯云：紅花 [Carthamus tinctorius L.] (Safflower) ；[經文]：赤、赭色。沙囉
巴《白傘蓋陀羅尼經》譯：「赭色」，作「赭色寶珠母」（T19, p. 401 c）；真智《白傘蓋總持經》譯：
「大赤色」，作「大赤色及寶珠母」（T19, p. 404 c）。
89 「囉怛」二字疑衍，「囉怛囉怛」應為「囉怛」。

47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磧砂本

126, 		
90

na

ku lā rtha da

127,

128,

u īa

vi j

bha mā i

ca

u īa

vi-j mbhamā ī 93

ca

vi j mbha mā ā

ca (93)

vai lu ca

開寶校訂本

vairocana

kulârthanā

真言藏梵本

vai ro ca na

ku dā (91)

rtho

不空青龍本

吠嚧引者曩

俱娜引

囉菟二合瑟膩二合娑引 (92)

尾

房山不空本

吠引嚧轉舌左曩引 (118) 矩剌引闥難上

鄔瑟抳二合灑(119)

尾日啉二合婆去麼拏引 左(120) 娑

磧砂本

鞞嚧遮那

夜囉菟瑟尼釤(二十七)

毗折藍婆摩尼 		 遮(二十八)

夜囉烏瑟尼二合沙(121)

毗折藍婆摩邏 		 遮(122)

高麗本

92

(91)

俱唎耶(二十六)		

毗嚕遮耶那 俱唎耶(120)

韜淡吐炎

94

95

ī a (92)

96

vairocana kulīyâ 			

[ā]yārtho ī a

光耀

饒益事聚集之頂髻尊

種族			

129,			

		

波摩引拏引 者(93)

二合

vi-j mbhamā a[ī] 		 ca
頻申奮迅女尊		 及

130,
ca

lo ca na

開寶校訂本

vajra kanaka prabhā 		

97

locanā

vajra tu ī

真言藏梵本

va jra ka na ka

pra bha (94)

lo ca nā

va jra tu

不空青龍本

嚩日囉二合 迦曩迦

鉢囉二合波(94)

魯者囊

嚩日囉二合頓膩

房山不空本

嚩日囉二合 迦曩迦(121) 鉢囉二合婆去

路引左曩(122)

嚩日囉二合引 頓膩寅二合 左

磧砂本

跋闍囉

嚧闍那

跋闍囉 頓稚

遮(三十)

麗本

跋折囉二合 迦那迦(123) 鉢囉二合婆

咾去遮那(124)

跋折囉二合 敦尼

遮(125)

vajra kanaka prabhā 		

locanā

vajra tu

金剛

眼母

金剛 嘴

迦那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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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波囉婆(二十九)

光		

va jra tu

ī

va jra ka na ka pra bhā 		

開寶梵本

48

sa91

開寶梵本

ca
ī

ī[ ]

ca (95)
者(95)
(123)

ca
及

90 ca字殘缺。
91 開寶梵本句128末有一「sa」與房山不空本句120末「娑」一致，餘本均缺。
92 kulârthanā
= kula+arthanā
種族饒益。是處開寶梵本與房山不空本：「矩剌引闥難上」頗一致，餘本
各有不同差異。開寶梵本句126, 127 可意譯云：「光耀遍照、種族饒益之頂髻尊」。南忠《註大佛頂真
言》依不空青龍本作：「吠嚧引者曩 俱娜引 羅菟二合瑟膩二合沙引」並註曰：「金剛髻稱能普照」（T61, p.
603 b）。
93 vi-j mbhamā a頻申欠呿。高麗本小字註釋及《大佛頂陀羅尼勘註》作「羅剎神女」。沙囉巴《白傘蓋陀
羅尼經》於相應處作「窈窕母」（T19, p. 401 c）；真智《白傘蓋總持經》則譯「種相窈窕」（T19, p.
407 a）。開寶梵本作「vi-j mbhamā i」，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房山不空本作「vi-j mbhamā ā」。
94 「韜淡吐炎」一詞未審其義，俟考。
95 kulīya 屬於某某家族的。詞尾之a 和下一詞首之 ā 拼合。
96 [ā]yārtho ī a = āyārtho ī a (āya+artha+u ī a )。
97 vajra kanaka prabhā locanā 沙囉巴譯為「眼如金光母」（T19, p. 401 c），真智譯為「如金色光具眼母」
（T19, p. 404 c）。

開寶梵本

131,			

132,

śve ntā ca ka ma la k a			

śa śi pra bha

98

開寶校訂本

śvetā ca kamalâk a

		

śaśi prabhā

真言藏梵本

śve tā

ca

ka ma lā k a (96)

不空青龍本

始吠二合跢引

者

迦麼攞引 訖叉二合

房山不空本

濕吠二合跢引

左(124)

迦麼鼻攞 乞史二合引

磧砂本

稅多

遮

迦摩囉(一百三十一) 剎

奢尸 波囉婆(三十二)

高麗本

稅尾多

遮

迦摩引囉引 乞叉二合(126)

舍施 鉢囉二合婆

śvetā

ca

kamalâ-[a]k a

śaśi prabhā

白色

及

蓮華 眼

月

133,

134,		

135,

開寶梵本

i tye te

mu dra ga a 		

sa ve ra k a

開寶校訂本

ityete

mudrā ga ā 		

sarve rak ā

真言藏梵本

i tye te (98)

mu drā

ga a

不空青龍本

伊底曳二合引帝(98)

母捺囉二合

誐拏(99)

śa śi pra bhā (97)
捨施 鉢囉二合婆引

(96)
(125)

光 母

sa rve rā k ā

(99)

薩吠

(100)

訖刪二合

(100)

伊上底曳二合帝(126)

母捺囉二合引 誐	

誐拏引

翳帝夷帝(三十三)

母陀囉

羯拏(三十四)

娑鞞

薩吠引 囉乞鏟二合
囉懺(三十五)

高麗本

翳帝夷帝(127)

母引陁囉二合尼

揭拏(128)

娑吠

囉乞懺二合(129)

ityete

mudrānī

ga ā

sarve rak ā

如是等

印 母

眾

悉皆

(127)

護持

136, 		

137,

開寶梵本

ku rva tu 		

ma mā sa rva sa tvā nā 		 ca 99

開寶校訂本

kurvantu 		

mamā sarva sattvānā

真言藏梵本

ku rvva ntu (101)		

ma ma sya (102)

不空青龍本

俱囉挽二合覩(101) 		

麼麼 寫

俱律

挽二合

下無滿

都

(102)

麼麼(128) 薩嚩 薩怛嚩二合

磧砂本

掘梵都(三十六)

印兔那

麼麼 寫(三十七)

高麗本

俱囉飯二合都

印

麼麼某乙稱名那寫

kurvantu 		
施作於

ca

那

引

(誦呪者至此 句稱弟子某甲受持)
(誦呪者但至此語皆自稱名) (130)

mama (稱名) sya
(於) 我

難上 		左

及一切眾生

98 kamalâk a 眼如蓮華的。
99 開寶梵本句137與房山不空本句128 ，129一致。餘本各有不同。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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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不空本
磧砂本

房山不空本

(97)

設試 鉢囉二合婆蒲憾

138,

139,

140,

開寶梵本

o

a ga a

pra śa sta ya

開寶校訂本

o

i ga a

pra śastāya

真言藏梵本

o

i ga a (104)

pra śa sta (105)

不空青龍本

唵引

(103)

唎史誐拏(104)

鉢囉二合捨娑哆二合

房山不空本

唵引

(130)

乙

鉢囉二合設娑跢二合野

磧砂本

烏

(三十八)

唎瑟 揭拏(三十九)

高麗本

嗚吽二合

(103)

二合

史誐拏

[所] 讚嘆

142,
ī a ya

開寶梵本

sa rva tā thā ga to

開寶校訂本

sarva tathāgato ī aya
ī a (106)

真言藏梵本		

ta thā ga to

不空青龍本		

怛他蘗姤瑟膩二合沙(106)

144,

145,
100

trū

ja bhā na ka ra

hu

hū

trū

jambhana kara

hū

hu
吽引

薩嚩怛他去 引櫱姤引瑟抳二合引灑引野(132) 吽引

磧砂本

薩 怛他伽都瑟尼釤(一百四十一)

虎

高麗本

薩 怛他揭都(133)烏瑟尼沙(134)

(107)

bhrū

(108)

啉二合引

(107)

(108)

ja mbha na (109)

hū

染婆曩(109)

吽(11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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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豽嚕唵三合 引 (134) 染婆去曩 迦囉(135) 吽引

(136)

(四十二)

都嚧雍(四十三)

瞻婆那(四十四)

虎

𤙖(四十五)

呼吽二合

咄嚕吽三合(135)

瞻婆那(136)

呼吽二合

stathāgato ī a

hū

trū

jambhana

hū

一切 如來頂髻

呼吽二合

咄嚕吽三合

破碎

呼吽二合

146,

147,

開寶梵本

trū

sta

開寶校訂本

trū

真言藏梵本

bhrū

房山不空本

143,

hu

房山不空本

不空青龍本

(132)

pra-śastā[ya]

仙眾

141, 		

50

鉢囉二合 舍引薩多

(131)

i -ga a

唵

(131)

般剌 舍悉多(四十)

牟哩二合瑟 揭二合 渠羯反 皆同拏

o

(105)

(111)

啉二合 (111)
豽嚕唵三合引 (137)

148,

149,

150,

hu

trū

mo ha na ka rā

stambhana kara

hū

trū

mohana kara

sta mbha na (112)

hū

娑擔二合婆曩(112)

吽

bhā na ka ra

(113)
(113)

bhrū

(114)

啉二合 (114)

娑擔二合婆去曩 迦囉(138) 吽引

豽嚕唵三合引 (140)

(139)

𤙖(四十八) 都嚧雍(四十九)

bo hā na

(115)

冒引訶曩(115)
謨引賀曩 迦囉(141)

磧砂本

都嚧雍(四十六)

悉耽婆那(四十七)

虎

高麗本

咄嚕吽三合 (137)

薩耽婆那(138)

呼吽二合

咄嚕吽三合(139)

[……]

[……]

trū

stambhana

hū

trū

mohana kara

咄嚕吽三合

降伏

呼吽二合

咄嚕吽三合

惑亂 (令)作

100 開寶梵本句144 jambhana kara多 kara一詞，與房山不空本一致，惟餘本均無。他句 147, 150, 153 等亦是。

151,

152,

153,

154,

155,

開寶梵本

hu

trū

ma thā na ka ra

hu

trū

開寶校訂本

hū

trū

mathana kara

hū

trū

真言藏梵本

hū

ma thā na (118)

hū

不空青龍本

吽

房山不空本

吽引

磧砂本
高麗本

(116)

bhrū

(117)

(119)

bhrū

(120)

摩他上引曩(118)

吽

豽嚕唵三合引 (143)

沫他去曩 迦囉(144)

吽引

[……]

[……]

[……]

[……]		 [……]

[……]

[……]

[……]

[……]		 [……]

hū

trū

mathana kara

hū

吽

咄嚕吽三合

摧破 (令)作

吽		 咄嚕吽三合

(116)
(142)

啉二合

(117)

啉二合

(119)
(145)

157,		

158,

159,

開寶梵本

pa ra vi dyā

sa mbha k a a ka ra		

hu

trū

開寶校訂本

para vidyā

sa

bhak a a kara		

hu

trū

真言藏梵本

pa ra vi dyā (121)

sa mbha k a a

不空青龍本

跛囉尾儞也二合 (121)

糝薄訖叉二合拏

ka ra (122)

hū

迦上囉(122)

吽引(123)

啉二合 (124)

(123)

bhrū

(124)

跛囉尾你野二合

三去薄乞灑二合拏鼻

迦囉(147)

吽引 (148)

豽嚕唵三合引

磧砂本

波羅 瑟地耶

三般 叉拏

羯囉(五十)

[……]

[……]

高麗本

婆囉 微地也

三婆乞叉那

□102 囉(140)

呼吽二合

咄嚕吽三合

sa -bhak a a

kara

hū

trū

共 噉盡

(令)作

呼吽二合

咄嚕吽三合

para

-vidyā

外道明咒

160,

161,
104

163,

hu

trū
trū

(141)

開寶梵本

sa rva du a nā

sta

開寶校訂本

sarva du anā

stambhana kara

hū

真言藏梵本

sa rva du ā nā

sta mbha na ka ra (126)

hū

(127)

不空青龍本

薩嚩 訥瑟吒二合喃(125)

娑擔二合婆曩 迦上囉(126)

吽引

(127)

房山不空本

薩縛 訥瑟吒二合難上

娑擔二合婆去曩 迦囉(151)

吽引

(152)

磧砂本

[……]

[……]

虎

(一百五十一)

高麗本

薩婆 部瑟吒喃(142)

塞曇婆那 羯囉(143)105

呼吽二合

咄嚕吽三合(144)

sarva du anā

stambhana kara

hū

trū

一切 諸惡

[能]遮止

呼吽二合

咄嚕吽三合

(125)

(150)

bhā na ka ra

162,

(149)

bhrū

(128)

啉二合 (128)
豽嚕唵三合引 (153)
都嚧雍(五十二)

101 房山石經本此「鼻」字形比一般輔注音字略大。
102 是處高麗本疑缺一字，「○囉」應如磧砂本作「羯囉 kara」。房山不空本作「迦囉」（句147）。
103 para 最勝，不同的，彼。 bhak a a 噉食，殘害。
104 du anā 惡，瞋恚；stambhana降伏，遏止。
105 高麗本 句141、142、143磧砂本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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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不空本

103

(146)

		 trū

156,

101

(120)

豽嚕唵三合引

164,

165,

166,

開寶梵本

sa rva ya k a ra k a sa

gra ha nā

vi dhva

開寶校訂本

sarva yak a rāk asa

grahā ā

vidhva sana kara

真言藏梵本

sa rva ya k a rā k a sa (129)

gra hā ā

sa na ka ra (131)

不空青龍本

薩嚩 藥叉

誐囉二合訶引喃(130)

尾特奉二合娑曩 迦上囉(131)

薩嚩 藥乞灑二合 囉乞灑二合娑去

屹囉二合賀引喃引

尾特吻二合

磧砂本

薩婆 藥叉

揭囉訶若闍(五十四)

毗騰崩薩那 羯囉(五十五)

高麗本

薩嚩 藥叉(145) 喝囉引剎娑

揭囉訶喃(146)

毗陁防娑那 羯囉(147)

sarva yak a rāk asa

grahā ā

vidhva sana kara

(129)

喝囉剎娑(五十三)

(154)

106

一切 藥叉 羅剎

52

vi dhva

(130)

房山不空本

引

剎娑上

sa na ka rā

無肯

娑曩 迦囉(155)

能摧壞

惡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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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168,

169,

170,

開寶梵本

hū

trū

ca ttu ra śi ti nā

kra ha sa ha sra nā

開寶校訂本

hū

trū

catur āśītīnā

graha sahasrā ā

真言藏梵本

hū

不空青龍本

吽(132)

房山不空本

吽引 (156)

磧砂本

虎

高麗本

呼吽二合
hū
呼吽二合

bhrū

(132)

ca tu rā śī tī nā

(133)

gra hā sa ha srā ā

(135)

者咄囉施引底引喃(134)

孽囉二合訶 娑訶娑囉二合喃引

拶覩上囉引試引底引南上引 (158)

屹囉二合賀 娑賀娑囉二合喃上引 (159)

都嚧雍(五十七)

者都囉尸底南(五十八)

揭囉訶 娑訶薩囉南(五十九)

咄嚕吽三合(148)

者都羅尸底喃(149)

揭囉訶 娑[…]囉喃(150)

trū

catur āśītīnā

graha sahasrā ā

咄嚕吽三合

四 八十

惡星

啉二合

(133)

豽嚕唵三合 (157)

(五十六)

(134)

171,
sa na ka ra

千 （八萬四千惡星）

172,

173,

174,

hū

trū

a a vi

trū

a āvi śatinā

śa ti nā

開寶梵本

vi dhva

開寶校訂本

vidhva sana kara

hū

真言藏梵本

vi nā śa na ka ra (136)

hū

不空青龍本

尾囊引捨曩 迦囉(136)

吽(137)

房山不空本

尾特吻二合娑曩 迦囉(160)

吽引

(161)

磧砂本

毗騰崩薩那

虎

(一百六十一)

都嚧雍(六十二)

[……]

高麗本

毗陁防娑那 羯囉(151)

呼吽二合

咄嚕吽三合(152)

阿瑟吒微二合摩

vidhva sana kara

hū

trū

a āvi śatinā

悉摧壞

呼吽二合

咄嚕吽三合

二十八

囉(六十)

(137)

bhrū

(138)

啉二合

(138)

豽嚕唵三合引 (162)

a a vi

(135)

śā tī nā

107

(139)

阿瑟吒二合尾孕二合 設引底引喃引

(139)

阿上瑟吒二合尾孕二合設底引難上引 (163)

舍帝喃上 (153)

108

106 指七曜［金śukra 、木b haspati 、水budha 、火a gāraka 、土śanaiścara 、羅睺rāhu 、計都ketu ］；或
加日āditya 、月soma 成九曜等。
107 開寶梵本句174至183磧砂本無。
108 高麗本句153至156 磧砂本無。

175,
109

k a tra nā

176,

177,

178,

pra sa da na ka ra

hu

trū

prasādana kara

hū

trū

pra sā da na ka ra (141)

hū

開寶梵本

na

開寶校訂本

nak atrānā

真言藏梵本

na k a trā nā

不空青龍本

諾訖叉二合怛囉二合引喃(140)

鉢囉二合娑娜曩 迦上囉(141)

吽(142)

房山不空本

諾乞剎二合怛囉二合喃引 (164)

鉢囉二合娑引娜曩 迦囉(165)

吽引

磧砂本

[……]

[……]

[……]

[……]

高麗本

那佉上沙怛囉喃上 (154)

婆囉摩馱那 伽囉 (155)

呼吽二合

咄嚕吽三合 (156)

hū

trū
咄嚕吽三合

(140)

110

啉二合引 (143)

(166)

prasādana

星宿

使 歡喜

呼吽二合

180,

181,

ma ha gra ha nā

u □ 112 da na ka ra

mahā grahā ā

u[tma]dana kara

111

開寶梵本

a a nā

開寶校訂本

a ānā

真言藏梵本

a ā nā

不空青龍本

阿瑟吒二合喃(144)

房山不空本

阿上瑟吒二合南上引

摩賀引屹囉二合賀喃引 (169)

嗢荅麼二合娜曩 迦囉(170)

磧砂本

[……]

[……]

[……]

高麗本

[……]

[……]

[……]

a ānā

mahā grahā ā

vi-dhva sana kara113

八

大 惡星宿

悉能 降伏

182,

183,

184,

開寶梵本

hu

trū

ra k a ra k a ma

開寶校訂本

hū

trū

rak rak a ma

真言藏梵本

[……]

[……]

ra k a ra k a mā

不空青龍本

[……]

[……]

房山不空本

吽引

豽嚕唵三合引 (172)

囉乞灑二合 囉乞灑二合

磧砂本

[……]

[……]

囉叉(六十三)

高麗本

[……]

[……]

囉剎 囉剎(157)

hū

trū

rak a rak a

呼吽二合

咄嚕吽三合

護持 護持

摩訶誐囉二合訶引喃引
(168)

vi dhva

(145)
(145)

sa na ka ra (146)

尾特奉二合娑曩 迦囉(146)

(147)

乞叉二合 𠸪乞叉二合

53

(某甲)
(147)
引 (173)

na 字殘缺。
prasādana 歡喜，清淨。
開寶梵本句179至183高麗本無。
此梵字在開寶梵本中很清晰，但看不出是何字，有待來賢辨之。惟據房山不空本：「嗢荅麼二合娜曩」
此詞或可還原為「utmadana」，含意未審。「utmada 嗢荅麼二合娜」在開寶梵本及房山不空本共出現了
三次，雙方都是一樣的梵字和音譯。第二及第三次的內容都有「醉亂、迷惑」的意思，但在句181中好
像格格不入。真言藏梵本作「vi-dhva sana kara」，不空青龍本作「尾特奉二合娑曩 迦囉」是另一個意
思。故此句暫保持原樣不變，以待來賢。此句磧砂本、高麗本缺。真智《大白傘蓋總持經》於相約處
作：「覓能捺能上腭薩捺 葛囉」(T19, p. 405 a)。
113 此三句依真言藏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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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110
111
112

(171)

ma hā gra hā ā

(144)

(143)

豽嚕唵三合引 (167)

nak atrānā

179,

kara

bhrū

(142)

185,

186,

開寶梵本

bhā ga vā

sta thā ga dho

開寶校訂本

bhagava

stathāgato ī a

sitātapatra

真言藏梵本

bha ga vā

sta thā ga to

[……]

(148)

si ntā ta pa tra 114

ī a

ī a (149)

不空青龍本

婆誐鑁(148)

娑 哆二合他誐妬瑟膩二合灑(149)

[……]

房山不空本

婆去誐鍐

娑 怛二合他去引蘖115 妬引瑟抳二合引灑(174)

悉跢多鉢怛囉二合

磧砂本

婆伽梵(六十四)

薩 怛他伽都瑟尼釤(六十五)

[……]

高麗本

薄伽梵(158)

薩 怛他揭都烏瑟尼沙(159)

[……]

bhagavat-

s-tathāgato ī a

sitātapatra

世尊

[一切] 如來頂髻尊

白傘蓋

188,

54

187,

189,		
ī a

190,

ma ha pra ti

gi re

ma ha sa ha sra bhu je

開寶梵本

ma ha va jro

開寶校訂本

mahā vajro ī a

mahā pratya gire

mahā sahasra bhuje

真言藏梵本

[……]

ma hā pra tyu gi re (150)

ma hā sa ha sra bhu je (151)

不空青龍本

[……]

摩訶引 鉢囉二合底孕二合引 囇二合(150)
116

摩訶引 娑訶 娑囉二合 部逝(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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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不空本

摩賀引嚩日嚧二合引瑟抳二合引灑(175) 摩賀引 鉢囉二合底孕二合儗

磧砂本

[……]		

波囉點闍吉唎(六十六)

摩訶 娑訶薩囉(六十七)勃樹

高麗本

[……]		

鉢囉登擬哩(160)

摩訶 薩訶薩囉 部兒(161)

mahā vajro ī a 		

pratya gire

mahā-sahasra-

大 金剛頂髻尊		

引 (176)

117

摩賀引 娑賀 娑囉二合 部薺自曳 引

大

能轉諸障之母

bhuje

千

臂

191, 		

192,

開寶梵本

sa ha sra śī r ā 		

ku e śa ta sa ha sra ni tra

開寶校訂本

sahasra śīr a		

ko ī śata sahasra netre

真言藏梵本

sa hā sra

śi r ai (152)

ko ī śa ta sa hā sra

ne tre (153)

不空青龍本

娑訶娑囉二合

尸哩曬二合 (152)

俱胝引捨哆

娑訶娑囉二合

儜引帝
118

房山不空本

娑賀娑囉二合

(177)

施引 曬二合引 (178)

句致引設多上

娑賀娑囉二合

寗

二合 (153)

怛

二合 (179)

磧砂本

娑訶薩囉

室唎沙(六十八)

俱知

娑訶薩

泥帝

㘑(六十九)

高麗本

娑訶薩囉

室曬(162)

俱胝 舍多

娑訶薩囉

寧怛㘑

(163)

sahasra

śīr a

ko ī śata

sahasra

netre

千

頭

俱胝 百

千

眼

114 開寶梵本句187, 188 「sitātapatra mahā vajro ī a」惟與房山不空本一致；餘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
磧砂本、高麗本等皆缺。
115 此「蘖」字房山石經本上模糊不清，暫依音義補，並註。
116 「㘑」字房山石經本上作： 。現暫以「㘑」代，並註，下同。㘑音同囇，《字彙》：郎計切，音
麗。呪語。
117 此詞據P 3916本《大佛頂如來頂髻白蓋陀羅尼神咒經》之譯，亦可譯為「遍能調伏母」。
118 此「寗」字房山石經本上有點模糊，暫以可見字形及依音義補，並註。《字彙》：「寗」俗甯字。

開寶梵本

193,		

194,

a bha dye jvā ri tā

ta a ka

開寶校訂本

abhedye jvalitâ- 		

真言藏梵本

a bhe

不空青龍本
房山不空本
磧砂本

阿弊提

高麗本

dya

ta aka

195,		
ma ha va jro da ra

119

mahā vajrodāra

jva li ta (154)

na a na ka (155)

阿便儞也二合

入嚩二合理哆(154)

曩吒曩迦上

阿上陛祢

入嚩二合理多引

怛吒迦(180)

摩賀引嚩日嚧二合引娜引囉(181)

視婆唎多(七十)

吒吒甖迦(一百七十一)

摩訶 跋闍嚧

什嚩哩多

那吒迦(164)

摩訶 跋折嚕

陁引囉(165)
121

120

阿弊地也

ma hā va jro dā ra (156)
摩訶 嚩日

(155)

二合引

娜引囉(156)

陀囉(七十二)

a-bhedya

jvalitâ-

[a]ta aka

mahā vajro dāra

[住於]不壞

熾盛

無邊

大 金剛 勝妙廣大

196,

197,

開寶梵本

t bhu van a

ma

開寶校訂本

tri-bhuvana

ma ala

真言藏梵本

t bhu va na (157)

ma

不空青龍本

底哩二合步嚩曩(157)

漫拏羅(158)

房山不空本

底哩二合部嚩曩

滿拏攞(182)

磧砂本

帝唎菩婆那(七十三)

曼茶囉(七十四)

高麗本

帝哩菩嚩那(16)

a la

a la (158)

55

茶囉(167)
ma ala

三有 (界)

壇城

198,

199,		

200,

開寶梵本

o

svā s i

rbha va tu 		

ma

ma ma 122

開寶校訂本

o

svastir bhavatu		

ma

mama

真言藏梵本

o

不空青龍本

唵引

房山不空本

sva sti r

bha va tu (160)		

ma ma (161)

(159)

娑嚩二合 悉底羅

婆二合嚩覩(160) 		

麼麼(161)

唵引

(183)

娑嚩二合 悉底丁逸

婆二合去嚩覩(184)

麼麼(185)

磧砂本

烏

(七十五)

莎

悉帝

薄婆都(七十六) 		

麼麼(七十七) 印兔那 麼麼 寫(七十八)123

高麗本

嗚吽

莎

悉底(168)

薄婆都(169) 印

麼麼 (某乙)

o

svastir

唵

吉祥

(159)

二合

		

bhavatu		
[令其] 生起

(稱名某甲)

(170)

mama

[於] 我 [某某]

119 jvalitâ-[a]ta aka = jvalita+a ta aka。ta a 意云岸、邊。其前 a / na 作否定義：「無」。故 jvalitâta aka 併合作
「熾盛無邊」解。故房山不空本句180作「入嚩二合理多引怛吒迦」其音譯與開寶梵本一致。
120 阿弊地也 a-bhedya 不壞，不可壞。
121 vajrodāra = vajra+udāra 金剛+勝、上妙、廣大。
122 開寶梵本句199, 200與房山不空本句184,185一致；與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句160,161頗一樣，惟真言
藏梵本、不空青龍本缺一「ma
」字。磧砂本、高麗本基本上相同，惟音字略有參差。
123 磧砂本在這裡之後有一行稱名作法小註：(小字)「至此句 準前稱名 若俗人稱弟子某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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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bhuvana

201,

56

202,

203,
124

204,

205,

a gni bha yā

vi a bha yā

開寶梵本

ra ja bha yā

co ra bha yā

u da ka bha yā

開寶校訂本

rāja bhayā

cora bhayā

udaka bhayā

agni bhayā

vi a bhayā

真言藏梵本

rā ja bha ya (162)

co ra bha ya (163)

a gni bha ya (164)

u da ka bha ya (165)

vi bha ya (166)

主囉 婆耶(163)

125

不空青龍本

囉引惹 婆耶(162)

阿 儞二合 婆耶(164) 嗚

娜迦 婆耶(165)

房山不空本

囉引惹 婆去夜引 (186) 祖去引囉 婆去夜引 (187) 鄔娜迦 婆去夜(188)

磧砂本

囉闍 婆夜(七十九) 主囉 跋夜(八十)

阿祇尼 婆夜(一百八十一) 烏陀迦 婆夜(八十二)

毗沙 婆夜(八十三)

高麗本

囉闍 婆夜(171)

主囉 婆夜(172)

阿祇尼 婆夜(173)

烏陁迦 婆夜(174)

吠沙 婆夜(175)

rāja bhaya

cora bhaya

udaka bhaya

agni bhaya

vi a bhaya

王 難

賊 難

水 難

火 難

毒 難

阿上儗

婆去夜引 (189)

二合

尾沙 婆耶(166)
尾灑 婆去夜引(190)

《法相學會集刊》第八輯

206,

207,

208,

209,

開寶梵本

śa stra bha yā

pa ra ca kra bha yā

du rbhi k a bha yā

a śa ni bha yā

開寶校訂本

śastra bhayā

para-cakra bhayā

durbhik a bhayā

aśani bhayā

真言藏梵本

śa stra bha ya (167)

pa ra ca kra bha ya (168)

du rbhi k a bha ya (169)

a śa ni bha ya (170)

不空青龍本

捨娑上哆囉三合婆耶(167)

跛囉斫訖囉二合婆耶(168)

訥擗(重聲)乞叉二合婆耶(169)

阿捨儞 婆耶(170)

房山不空本

設娑怛囉三合 婆去夜引(191) 跛囉斫羯囉二合婆去夜引

訥躃乞义二合 婆去夜引 (193)

阿上捨

磧砂本

舍薩多囉 婆夜(八十四)

婆囉斫羯囉 婆夜(八十五)

突瑟126叉 婆夜(八十六)

阿舍你 婆夜(八十七127)

高麗本

舍薩多囉 婆夜(176)

波囉斫羯囉 婆夜(177)

突 叉 婆夜(178)

阿舍你 婆夜(179)

śastra bhaya

para-cakra bhaya

dur-bhik a bhaya

aśani bhaya

刀杖 難

敵兵 難

飢饉 難

霹靂 難

(192)

婆去夜引 (194)

124 開寶梵本句203, 204 「udaka bhaya 及agni bhaya」次序與房山石經不空本相同，惟與真言藏梵本、不空
青龍本、磧砂本、高麗本次序相反。bhaya譯云怖、恐懼、危險、危難。
125 「嗚」大正藏本誤作「鳴」。
126 磧砂本「瑟」應作「毖」，敦煌俄藏本「俄Ф092」、北京圖書館藏「北7418」、「北7417」、「北
7433」本皆作「毖」。「毖」對譯梵音 bhi。
127 磧砂本此句號誤作「八十二」。

210, 		

211,

212,

開寶梵本

a ka ra m tyu bha yā

dhā ra ī bhu mi ka pā bha yā

u lkā pa ta bha yā

開寶校訂本

akāla m tyu bhayā

dhara i bhūmi-kampa bhayā

ulkā128 -pāta bhayā

真言藏梵本

a kā ra m tyu bha ya (171)

dha ra ī bhu mi ka pa bha ya (172)

u lkā pa ta bha ya (173)

不空青龍本

阿迦羅 沒哩二合底庾二合婆耶(171)

馱囉抳 部彌劍波 婆耶(172)

嗚勒迦二合波哆 婆耶(173)

房山不空本

阿上迦覽蜜

䭾囉抳 部引弭劔播引婆去夜引 (196)

嗢勒迦二合引播引多婆去夜引

磧砂本

阿迦囉 蜜唎柱 婆夜(八十八)

陀囉尼 部彌 劍波

高麗本

阿迦囉沒

阿陁囉尼 部弥 劔波(181) 伽波哆 婆夜(182) 烏囉囉129 迦 波多 婆夜(183)

二合底

二合婆去夜引 (195)

駐 婆夜(180)

(利吉反)

akāla m tyu bhaya

dhara i bhūmi-kampa kāpatha130 bhaya

ulkā-pāta bhaya

非時橫死 難		

大地

流星墜落 難

213,
開寶梵本

raj a nā

地震動

214,
a bha yā

開寶校訂本

rāja da a bhayā

真言藏梵本

ra ja da

不空青龍本

囉引惹難拏婆耶(174)

216,

na ga bha yā

vi dyu bha yā

nāga bhayā

vidyu bhayā

na ga bha ya (175)

vi dyu bha ya (176)

su pa r i bha ya (177)

曩引誐婆耶(175)

尾儞庾二合引婆耶(176)

supar i bhayā

a bha ya (174)

邪道險 難

215,

su pra i bha yā
131

囉惹難上拏 婆去夜引

磧砂本

剌闍壇茶 婆夜(一百九十一) 那伽 婆夜(九十二)

毗條怛 婆夜(九十三)

蘇波囉拏 婆夜(九十四)

高麗本

囉闍彈茶 婆夜(184)

那上伽 婆夜(185)

微地揄 婆夜(186)

蘇跋 尼 婆夜(187)

rāja da a bhaya

nāga bhaya

vidyu bhaya

supar i bhaya 133

王 杖罰 難

龍 難

閃電 難

大金翅鳥 難

(199)

曩引誐婆去夜引

蘇鉢囉二合抳 婆耶(177)

132

房山不空本

(198)

素鉢囉抳二合婆去夜引

(197)

伽波陀 婆夜(八十九) 烏囉迦 婆多 婆夜(九十)

(200

引

尾你聿二合 婆去夜引

(201)

」，不空青龍本作：「嗚

129 次「囉」字疑衍，「烏囉迦」ulkā流星。
130 磧砂本：伽波陀、高麗本：伽波哆 (kāpatha歹道，邪道)，開寶梵本、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房山
不空本中無。
131 開寶梵本句214 應對應房山石經本句199，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句177。 supar i，supar in 金翅鳥。
是處可以看到一個模式，開寶梵本（句214-216）與房山不空本（句199-201）的排列是一類；真言藏梵
本、不空青龍本、磧砂本、高麗本是另一類。
132 是處房山石經本句號「一百」之「一」字疑應為「二」。 拓本之故歟。
133 以上三句次序依真言藏梵本、高麗本。

57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128 「ulkā」開寶梵本、真言藏梵本很像：ulko。 房山不空本作：「嗢勒迦二合
勒迦二合」，磧砂、高麗本音寫皆類似，故定為ulkā。

)

217,		218,
開寶梵本

58

de va gra ha 134 		
135

		

na ga gra ha
naga graha

開寶校訂本

deva graha

真言藏梵本

[……]		

[……]

不空青龍本

[……]		

[……]

房山不空本

祢去嚩 屹□136

曩引誐 屹囉二合賀引

磧砂本

[……]		

[……]

高麗本

[……]		

[……]

deva graha 		

naga graha

天 所魅		

龍 所魅

二合賀(202)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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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220,

221,

開寶梵本

ya k a gra ha

ra k a sa gra ha

p ta gra ha

開寶校訂本

yak graha

rāk asa graha

preta graha

真言藏梵本

ya k a gra hā (178)

rā k a sa gra hā (179)

pre ta gra hā (180)

不空青龍本

藥乞叉二合 誐囉二合訶(178)

囉引乞叉二合娑上 誐囉二合訶(179)

必

二合

房山不空本

藥乞灑二合 屹囉二合賀(204)

乞灑二合娑 屹囉二合賀引 (205)

畢

二合

磧砂本

藥叉 揭囉訶(九十五)

囉叉私 揭囉訶(九十六)

畢唎多 揭囉訶(九十七)

高麗本

藥叉 揭囉訶(188)

羅剎娑 揭囉訶(189)

畢唎哆 揭囉二合訶(190)

yak a graha

rāk asī graha

preta graha

藥叉 所魅

羅剎女 所魅

餓鬼 所魅

哆 誐囉二合訶(180)
多 屹囉二合賀引 (206)

222,

223,

224,

開寶梵本

bhi śa ca gra ha

bhu ta gra ha

ku

開寶校訂本

piśāca graha

bhūta graha

kumbhā a graha

真言藏梵本

pi śā ca gra hā (181)

bhu ta gra hā (182)

ku mbha

不空青龍本

比舍引遮上 誐囉二合訶(181)

部引哆 誐囉二合訶(182)

鳩盤拏 誐囉二合訶(183)

房山不空本

比舎引左 屹囉二合賀引 (207)

部多 屹囉二合賀引 (208)

禁俱滲畔拏 屹囉二合賀引 (209)

磧砂本

毗舍遮 揭囉訶(九十八)

部多 揭囉訶(九十九)

鳩槃茶 揭囉訶(二百)

高麗本

毗舍上遮 揭囉訶(191)

部多 揭囉二合訶(192)

鳩槃茶 揭囉訶(193)

piśāca graha

bhūta graha

kumbhā a graha

食尸肉鬼 所魅

部多(鬼) 所魅

瓮形鬼 所魅

mbha a gra ha

a gra hā (183)

134 開寶梵本句 217, 218「deva graha, naga graha」房山不空本句 202, 203同；餘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
本、磧砂本、高麗本中均缺。
135 graha 所執、所魅、所攝、魅、祟。敦煌本P 3916《大佛頂如來頂髻白蓋陀羅尼神咒經》譯為「祟」。
136 房山本是處疑缺一「囉」字。如次句「屹囉二合賀」(graha)。

225,

226,

227,

開寶梵本

pu tnā gra ha

ka a pu tnā gra ha

ski nā gra ha

開寶校訂本

pūtana graha

ka apūtana graha

skanda137 graha

真言藏梵本

pū ta na gra hā (184)

ka a pū ta na gra hā (185)

ska nda gra hā (186)

不空青龍本

布引單曩 誐囉二合訶(184)

揭吒布單曩 誐羅二合訶(185)

塞建二合娜 誐囉二合訶(186)

房山不空本

布引怛曩 屹囉二合賀引

羯吒布引怛曩 屹囉二合賀引 (211)

塞謇二合娜 屹囉二合賀引 (212)

磧砂本

補丹那 揭囉訶(二百一)

迦吒補丹那 揭囉訶(二)

悉乾度 揭囉訶(三)

高麗本

布單那 揭囉二合訶(194)

羯吒布單那 揭囉二合訶(195)

塞揵陁 揭囉訶(196)

pūtana graha

ka apūtana graha

skanda graha

臭鬼 所魅

極臭鬼 所魅

作瘦鬼 所魅

開寶梵本

(210)

228,

229,

230,

a pa sma ra gra ha

u tma da gra ha
138

cchā yā gra ha

graha

cchāyā graha

開寶校訂本

apa-smāra graha

utmada

真言藏梵本

a pa smā ra gra hā (187)

u nmā da gra hā (188)

cchā yā gra hā (189)

不空青龍本

阿跛娑麼二合引囉 誐囉二合訶引 (187)

嗢莽引娜 誐囉二合訶引 (188)

車此夜反

房山不空本

阿跛娑麼二合引囉 屹囉二合賀引 (213)

嗢荅麼二合娜 屹囉二合賀引 (214)

蹉去引夜 屹囉二合賀引 (215)

磧砂本

阿播 悉摩囉 揭囉訶(四)

烏檀摩陀 揭囉訶(五)

車夜 揭囉訶(六)

高麗本

阿婆 娑摩囉 揭囉二合訶(197)

烏檀摩陁 揭囉二合訶(198)

車耶 揭囉二合訶(199)

apa-smāra graha

unmada graha

cchāyā graha

顛狂作忘鬼 所魅

瘋狂迷惑鬼 所魅

陰影鬼 所魅

232,
ja mi ka gra ha

59

233,
139

ka ha ka mi ni gra ha

[……]

開寶梵本

re va ti gra ha

開寶校訂本

revatīgraha

jamikagraha

ka hakaminigraha

真言藏梵本

re va ti gra hā (190)

[……]

[……]

[……]

[……]

[……]

不空青龍本

引

嚩底 誐囉二合訶引

(190)

[……]

房山不空本

嚩引底 屹囉二合賀引

(216)

惹弭迦 屹囉二合賀引

(217)

建姹迦弭

屹囉二合賀引

(218)

磧砂本

醯唎婆帝 揭囉訶(七207)

[……]

[……]

社多 訶唎南(八208)

高麗本

梨婆底 揭囉訶(200)

[……]

[……]

闍底 訶哩泥(201)

jamikagraha

ka hakaminigraha

jāti hārinī

闍彌迦 所魅

建上吒播引抳 所魅

奪食初產鬼

hi-revatī-graha

140

腹行鬼 所魅

141

137 開寶梵本ski nā 疑誤，今依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磧砂本、高麗本改為 skanda。skanda 跳躍者，故
亦可譯為跳躍鬼，[經文]：作瘦，作嘆。
138 utmada意未審，暫依原梵本及房山不空本音譯，以待來賢。見上註112。
139 開寶梵本句 232, 233「jamikagraha, ka hakaminigraha」，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無；磧砂本、高麗本
當處亦無，惟於磧砂本句362, 366，高麗本句370, 374有同等詞句。 其係常遊行於世間，致使幼兒(童
子)產生疾病之十五鬼神中之二。菩提流支《護諸童子陀羅尼經》：「第七名閻彌迦……第十三名揵吒
波尼尼」(T19, p. 741 c) ka hakamini 依漢音譯或為 ka hapa inī 歟，參考 開寶梵本句419，真言藏梵本
句398。
140 《翻譯名義集》revatī-graha 腹行魅，女魅。 revatī [二十八宿之] 奎宿。
141 hārika [經文] 奪 (adj.) [俱舍]，hārin 奪 (adj.) [普曜經]，有「奪食」之意。又 ā-hārika 能獲，獲得。
hārina ; hārinyā.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231,

耶引 誐囉二合訶引 (189)

引

234,
開寶梵本
開寶校訂本

o ja ha ri yā
142

oja

hāri yā

143

真言藏梵本	ūū jā hā ri yā (191)

235,

236,

ga rbhā ha ri yā

ja ta ha ri yā

garbha hāri yā

jāta hāri yā

ga rbhā hā ri yā (192)

jā tā hā ri yā (193)

不空青龍本

嗚144引惹引 訶引唎惹尼也反 引 下同 (191)

孽婆引 訶唎惹引 (192)

惹跢引 訶引唎惹引 (193)

房山不空本

鄔惹引 賀哩抳野二合 (219)

櫱婆去 賀哩抳野二合引 (220)

惹引多 賀哩抳野二合引 (221)

磧砂本

[……]

揭婆 訶唎南(九209)

闍多 訶唎女(十四214)

高麗本

[……]

羯囉婆 訶哩埿(202)

闍多 訶哩泥(207)

oja hāri yā

garbha hārinī

jāta hārinī

奪食精氣鬼

奪食胞胎鬼

奪食小兒鬼

237, 		

238,		

239,

開寶梵本

ji vi ta ha ri ya

ru dhi rā ha ri ya 		

va sa ha ri ya

開寶校訂本

jīvita hāri yā		

rudhira hāri yā		

vasā 145 hāri yā

真言藏梵本

jī vi tā hā ri yā (194)

ru dhi rā hā ri yā (195)		

va sā hā ri yā (196)

不空青龍本

爾引尾跢引 訶引唎惹引

嚕地囉引 訶引唎惹引

嚩娑引 訶引唎惹引

房山不空本

尒自異尾多 賀哩引抳野二合

磧砂本

視比多 訶唎南(十五215)

高麗本

60

(194)
(222)

(195)

嚩娑引 賀引哩抳野二合 (224)

嚧地囉 訶唎南(十210)		

毗多146

訶唎南(十六216)
訶哩泥(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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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吠哆 訶哩泥(208)

嚧地囉 訶哩泥(203) 		

婆多

jīvita hārinī 		

rudhira hārinī 		

vasā hāri yā

奪食壽命鬼		

奪食精血鬼		

奪食脂鬼

240, 		

241,			

sa ha ri ya

(196)

嚕地囉引 賀哩引抳野二合 (223)

242,

開寶梵本

ma

mi da ha ri ya 		

ma ja ha ri ya

開寶校訂本

mā sa hāri yā

meda hāri yā 		

majjā hāri yā

真言藏梵本

ma

me dā hā ri

ma jjā hā ri yā (199)

不空青龍本

莽引娑引 訶引唎惹引 (197)

房山不空本

莽引娑 賀哩抳野二合引 (225)

磧砂本

忙娑 訶唎南(二百十一211)

謎陀 訶唎南(十二212) 		

摩闍 訶唎南(十三213)

高麗本

芒娑 訶哩泥(204)

計147 陁 訶哩泥(205)		

摩闍 訶哩輕呼 去聲泥(206)

mā sa hārina

meda hārina

majjā hārina

奪食肉鬼		

奪食脂鬼		

sā hā ri yā (197)

(198)

		

咩引娜引 訶引唎惹引 (198)
娜引 賀哩抳野二合引 (226)

引

		

末惹引 訶引唎惹引 (199)
沫惹 賀哩抳野二合引 (227)

奪食髓鬼

142 開寶梵本o ja、真言藏梵本 ū jā、不空青龍本：嗚引惹引，u可能是o之寫誤，悉曇梵文 u, o 兩母音之分別
僅在字開頭之長短。見句388，彼處開寶梵本ojā 真言藏梵本作ujā。ojas意曰「精氣」。沙囉巴《大白傘
蓋陀羅尼》相應處作：「食神者，食精氣者，食胎者。」(T19, p. 402 a)
143 見上註141，惟 hāri yā未審其詞之變化，房山石經本音譯作「賀哩抳野二合」，其譯音亦同開寶梵本。現
暫依開寶梵本及真言藏梵本原文，下同，以俟後賢。
144 「嗚」大正藏本誤作「鳴」。
145 開寶梵本、真言藏梵本 vasā 意譯云「脂肪、膏」，此詞梵語亦作 vāsā。
146 磧砂本：毗多訶唎南bhīta hārina ，及高麗本：婆多訶哩泥vāta hārinī (食風鬼) 與開寶梵本句239 vasā
hāri yā (食脂鬼) 並不十分對得上。俟後再考。
147 高麗本「計」應作「 」，房山不空本作「䛧引娜引 賀哩抳野二合 引 (meda hārinyā)」，磧砂本將「䛧」
字改為「謎」。「謎陀」或「計陁」可還原為 meda，意云：脂。詳細分析請參閱拙文：〈敦煌本《大
佛頂白傘蓋陀羅尼》初探〉p. 161 腳註 136。

243,
ntā ha ri yā

244,		

245,

a śu cya ha ri ya 		

ce ca148 ha ri ya

開寶梵本

va

開寶校訂本

vānta hāri yā

aśucya hāri yā		

ciccā hāri yā

真言藏梵本

vā ntā hā ri yā (200)

a śu cyā hā ri yā (201)		

ci ccā hā ri yā (202)

不空青龍本

萬引跢引 訶引唎惹引

阿輸遮之夜反 引 訶引唎惹引 (201)

質遮引 訶引唎惹引 (202)

房山不空本

挽無滿 下同跢 賀哩抳野二合引 (228)

阿上秫紫野二合 賀哩抳野二合引 (229) 唧左 賀哩抳野二合引 (230)

磧砂本

婆多 訶唎南(十七217)

阿輸遮 訶唎女(十八218)		

質多 訶唎女(十九219)

高麗本

皤多 訶哩喃

阿輸遮 訶哩泥(210)		

質多 訶哩泥(211)

vānta hārina

aśuci hārinī 		

citta hārinī

奪食嘔吐鬼

奪食不淨鬼		

奪食心鬼

開寶梵本

(200)

246,

247,		

248,

te a sa rve a

sa rva gra ha nā vi dyā

cchi da ya mi

開寶校訂本

te ā sarve ā

sarva grāha ā

真言藏梵本

te ā sa rve ā

不空青龍本

帝引衫引 薩吠引衫引

房山不空本

帝釤引 薩吠釤引

磧砂本

帝釤 薩鞞釤(二十)

高麗本

cchindayāmi

瞋娜耶引弭(205)

枳引羅上耶弭(206)

薩嚩 屹囉二合賀喃引(232) 尾你琰二合引

親去娜夜弭(233)

枳(雞以)攞野引弭(234)

薩婆 揭囉訶南(二百二十一) 毗陀耶闍

瞋陀夜彌(二十二)

雞囉夜彌(二十三)

帝衫 薩毗衫(212)

薩嚩 揭囉訶喃(213)

毗地也(214)

嗔陁夜弥(215)

枳囉夜弥(216)

te ā sarve ā

sarva grāha ā

vidyā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如是 一切等眾

一切 鬼所魅

[之] 咒術

(231)

150

薩嚩 孽囉二合訶引喃引

尾捻上 引 下同 (204)

(204)

[我令] 斷除

[我令] 釘住

251,

252,

253,

k ta vi dyā

cchi day a mi

kī la ya mi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開寶校訂本

pari-vrājaka

k tā vidyā

真言藏梵本

pa ri vrā ja ka (207)

k tā vi dyā

不空青龍本

波哩沒囉二合引惹迦上 (207) 訖哩二合擔引 尾捻引

房山不空本

跛哩沒囉二合惹引迦(235)

訖

磧砂本

波唎 跋囉者迦

訖唎擔(二十四) 毗陀夜闍

高麗本

波哩 跋囉斫迦羅151 (217) 訖哩離枳反 上擔 微地也(218)

二合

cchi nda yā mi (209) kī la yā mi (210)

(208)
(208)

擔引 尾你琰二合引 (236)

pari-vrājaka

k tā

vidyā

遍行 外道

所作 [之]咒術

61

瞋娜耶引弭 (209)

枳引羅上耶引弭

親去娜夜弭(237)

枳引攞野弭(238)

瞋陀夜彌(二十五)

雞囉夜彌(二十六)

嗔陁夜弥(219)

枳囉夜弥 (220)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我令] 斷除

(210)

[我令] 釘住

148 開寶梵本ce ca、真言藏梵本ci ccā、不空青龍本：質遮引，房山石經本：唧左，cicca [ or ciccha] 心轉。
磧砂本作：「質多 訶唎女」；高麗本作：「質多 訶哩泥 (citta hārinī )」。 校訂本依真言藏梵本、房
山不空本改。
149 chinnayāmi : chinna，斫截，斬斷，斷除。房山不空本作「親娜夜引弭」。惟何以chinnayāmi 被誦讀成
chindayāmi 則未能知其因由。開寶梵本、真言藏梵本皆作chindayāmi。各音譯本亦作類似 chindayāmi
之音譯。記之以俟後賢。
150 pari-vrājaka意云遍行梵志，指印度宗教生活中處於第四期的外遊修行者。校訂本據真言藏梵本、房山不
空本改。
151 高麗本：「波哩 跋囉斫迦羅」 pari-vrājyā kara作「四處遊行乞食者」。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pa ri pra ja ka

vi dyā

kīlayāmi
kī la yā mi (206)

(203)

sa rva gra hā ā

ki la ya mi

149

cchi nda yā mi (205)

(203)

250,
開寶梵本

vidyā 		

249,

254,

255,

257,

開寶梵本

ā ka ā ki nī

k ta

vi dyā

cchi da ya mi

ki la [ya] 152 mi

開寶校訂本

āka ākinī 153

k tā

vidyā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真言藏梵本

ā ka ā ki nī (211)

k tā

vi dyā

cchi nda yā mi (213) kī ra yā mi (214)

(212)

不空青龍本

拏引迦上 拏引枳儞引 (211)

訖哩二合擔引 尾捻引 (212)

瞋娜耶引弭(213)

房山不空本

拏引迦 拏引枳引

訖

親去娜夜引弭(241)

枳引攞野弭(242)

磧砂本

[…]

茶演尼

訖唎擔(二十七) 毗陀夜闍

瞋陀夜彌(二十八)

雞囉夜彌(二十九)

高麗本

[…]

茶枳尼(221)

訖哩擔 微地也(222)

嗔陁夜弥

枳囉夜弥(223)

k tā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引 (239)

ākinī
荼枳尼

62

256,

二合

擔

尾你琰二合引 (240)

vidyā

所作 [之]咒術

[我令] 斷除

枳引羅上耶弭(214)

[我令] 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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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259,

開寶梵本

ma ha pa śu pa ti ru dra

k ta

開寶校訂本

mahā pāśupati 155 rudra

真言藏梵本

ma hā pa śu pa ti

ru dra (215)

不空青龍本

摩訶引跛輸跛底

嚕捺囉二合 (215) 訖哩二合擔引 尾捻引 (216)

房山不空本

摩賀引鉢戍上跛底

嚕捺囉二合 (243) 訖

磧砂本

摩訶 般輸般怛夜(三十) 嚧陀囉

訖唎擔(二百三十一) 毗陀夜闍 瞋陀夜彌(三十二)

雞囉夜彌(三十三)

高麗本

摩訶 鉢輸鉢底夜(224) 嚕陁囉(225)

訖哩耽 微地也(226)

嗔陁夜弥

枳羅夜弥(227)

mahā pāśupati

rudra

k tā

chinnayāmi

kīlayāmi

大 獸主

大自在天

所作 [之]咒術

開寶梵本
開寶校訂本

262,

263,

na ra ya a

pa

nārāya a
157

260,

261,

vi dyā

cchi dā ya mi

kī la ya [mi] 154

k tā

vidyā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k tā

vi dyā

二合

cchi nda yā mi (217) kī ra yā mi (218)

(216)

擔 尾你琰二合引 (244) 親去娜夜引弭(245)

vidyā

[我令] 斷除

264,
ca ma ha mu dra

pañca mahā mudrā

156

瞋娜耶引弭(217)

枳引羅上耶弭(218)
枳引攞野弭(246)

[我令] 釘住

265,

266,

k ta

vi dyā

cchi dā ya mi

kī la ya mi

k tā

vidyā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

[……]

[……]

[……]

[……]

[……]

[……]

[……]

[……]

房山不空本

曩囉引演拏引

半左摩賀引母捺囉二合 (247)

訖

磧砂本

那囉夜拏

[……]

訖唎擔(三十四) 毗陀夜闍

瞋陀夜彌(三十五)

雞囉夜彌(三十六)

高麗本

那囉耶拏耶(228) [……]

訖哩耽 微地也(229)

嗔陁夜弥

枳囉夜弥(230)

nārāya a

pañca mahā mudrā

k tā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那羅延天

五大印

所作 [之]咒術

真言藏梵本

[……]

不空青龍本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擔 尾你琰二合引 (248) 親去娜夜弭(249)

二合

vidyā

[我令] 斷除

枳引攞野弭(250)

[我令] 釘住

此詞欠一 ya字。
āka荼加(鬼)[男]， ākinī 拏吉爾[女]，一種食人肉之鬼類。 ākinī又意譯云空行母。
此詞欠一 mi字。
Pāśupata 獸主，為濕婆（Śiva）神、大自在天（Maheśvara）、嚕捺羅（Rudra）之異名。
開寶梵本句263 「pañca mahā mudrā 五大印」房山不空本有，磧砂本、高麗本無。
開寶梵本句262-266 真言藏梵本缺。

267,

268,		

269,

270,

開寶梵本

ta tvā ga ru a sa he yā ya

k ta

vi dyā

cchi da yā mi

kī la ya mi

開寶校訂本

tattva garu a sahīyāya

k tā

vidyā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真言藏梵本

ta tva ga ru a sa he yā (219)

k tā

vi dyā

不空青龍本

怛哆嚩二合 孽嚕拏 索醯引耶(219)

訖哩二合擔引 尾捻引 (220)

房山不空本

怛怛嚩二合 誐嚕拏 娑呬去引夜引野(251) 訖

磧砂本

怛埵

伽嚧茶西

訖唎擔(三十七) 毗陀夜闍

瞋陀夜彌(三十八)

雞囉夜彌(三十九)

高麗本

怛怛嚩

伽上嚕茶(231)

訖哩耽

嗔陁夜弥

枳羅夜弥(233)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瞋娜耶引弭(221)

尾你琰二合 (252) 親去娜夜引弭(253)

微地也(232)

tattva garu a sahīyāya

k tā

真實金翅鳥王 [及]眷屬

所作 [之]咒術

271,
開寶梵本

二合擔

cchi nda yā mi (221) kī la ya mi (222)

(220)

vidyā

[我令] 斷除

272,
158

枳引羅上耶引弭引 (222)
枳攞野弭(254)

[我令] 釘住

273,

274,

ma ha ka la ma t ga a sa he yā ya

k ta

vi dyā

cchi da yā mi

kī la ya mi

159

k tā

vidyā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vi dyā

ga a sahīyāya

開寶校訂本

mahā kāla māt

真言藏梵本

ma hā kā la ma t ga a (223)

k tā

不空青龍本

摩訶引迦引羅 摩底哩二合誐拏(223)

訖哩二合擔引 尾捻引 (224)

房山不空本

摩賀 引 迦攞 (255) 麼底哩 二合 誐拏 娑呬 引 夜野 (256)

cchi nda yā mi (225) kī la yā mi (226)

(224)

瞋娜耶引弭(225)

訖

磧砂本

摩訶 迦囉 摩怛唎 伽拏

訖唎擔(四十)

高麗本

摩訶 迦羅(234) 摩怛囉 伽拏

訖哩離枳反

mahā kāla māt ga a sahīyāya

k tā

大

所作 [之]咒術 [我令] 斷除

時 母 眾 [及]眷屬

275,

二合

擔尾你琰 二合(257) 親 去 娜夜 引 弭 (258)
毗陀夜闍

上

瞋陀夜彌(二百四十一)

耽 微地也(235) 嗔陁夜弥

vidyā

開寶梵本

ca tu rbha gi bhrā t pa

開寶校訂本

160

真言藏梵本

ca tu r bha gi nī

不空青龍本

者咄囉二合薄 儞引

房山不空本

161

ca ma sa he ya k ta

catur bhaginī bhrāt pañcama sahīyāya k tā

拶咄 薄儗

k tā

[……] (236)

二合

kīlayāmi

[我令] 釘住

277,		278,
vi dyā

cchi da yā mi 		kī la ya mi

vidyā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vi dyā

cchi nda yā mi (238) kī ra yā mi (239)

(237)

訖哩二合擔引 尾捻引

(236)

雞囉夜彌(四十二)
枳羅夜弥(236)

cchindayāmi

276,

枳 引 攞野弭 (259)

(237)

瞋娜耶引弭(238)

枳羅耶引弭(239)

勃囉二合底哩二合 半左麼 娑呬去引夜野(269)

		

訖

磧砂本

赭咄囉 婆耆你

訖唎擔(五十250) 毗陀夜闍

瞋陀夜彌(二百五十一) 雞囉夜彌(五十二252)

高麗本

者都

訖哩耽 微地也(246)

嗔陁夜弥(247)		枳囉夜弥(248)

catur bhaginī bhrāt pañcama sahīyāya

k tā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四

所作 [之]咒術 [我令] 斷除

(利吉反)

薄祁你(245)
162

姊妹 兄弟

等五 眷屬

擔 尾你琰二合 (270) 親去娜夜引弭(271)

二合

vidyā

枳引攞野弭(272)

[我令] 釘住

158 開寶梵本句271, 275有saheyā(ya)一詞，與房山不空本同，餘本缺。
159 kāla時、時節、時限、死、死亡，黑色、毒蛇。 kāla māt 時母，死亡之神，或譯「黑色女神」。
160 開寶梵本句275-278 與房山不空本一致，惟句序位於較後。開寶梵本句275中catur bhaginī bhrāt pañcama
saheya 真言藏梵本只作catur bhaginī，磧砂本、高麗本亦作相同音譯及句序亦位於較後處。
161 是處房山不空本句269-272，真言藏梵本真言藏梵本236-239，磧砂本句250-252，高麗本句245-248等原
位於後方（請參考句號），現暫移此處以配合開寶梵本。
162 「bhrāt pañcama sahīyāya 兄弟 等五眷屬」句釋依開寶梵本及房山不空本。

63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枳引羅耶弭(226)

279,

280,

281,

282,

開寶梵本

ka pā ri ka

k ta

vi dyā

cchi da yā mi

kī la ya mi

開寶校訂本

kāpālika

k tā

vidyā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真言藏梵本

kā pā li ka (227)

k tā

vi dyā

cchi nda yā mi (229)

kī ra yā mi (230)

不空青龍本

迦引跛引理迦(227)

房山不空本

迦引播引理迦(260)

訖哩二合擔引尾捻引 (228)

瞋娜耶引弭(229)

枳羅耶引弭(230)

訖

親去娜夜引弭(262)

枳引攞野弭(263)

磧砂本

迦波唎迦

訖唎擔(四十三) 毗陀夜闍

瞋陀夜彌(四十四)

雞囉夜彌(四十五)

高麗本

迦波哩迦(237)

訖哩耽 微地也(238)

嗔陁夜弥

枳囉夜弥(239)

kāpālika

k tā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163

髑髏外道眾

二合擔 尾你琰二合 (261)

vidyā

所作 [之] 咒術

283,

64

(228)

[我令] 斷除

284,
164

285,
165

《法相學會集刊》第八輯

k tā

vi dyā

sarvârtha sādhaka

k tā

vidyā ā

ja ya ka ra ma dhu ka ra (231)

sa rvā rtha sā dha na (232)

k tā

vi dyā

不空青龍本

惹耶迦上囉 末度迦上囉(231)

薩嚩引囉他二合 娑引馱曩(232)

訖哩二合擔 尾捻引

房山不空本

惹野迦囉引 麼度迦囉(264)

薩嚩引囉他二合 娑去引䭾迦(265) 訖

磧砂本

闍耶 羯囉 摩度 羯囉(四十六)

薩婆囉他 娑達那

訖唎擔(四十七) 毗陀夜闍

高麗本

闍夜 羯囉(240) 曼度 羯囉(241)

薩婆囉他 娑達你(242)

訖哩耽 微地也(243)

jaya-kara madhu-kara

sarvârtha sādhaka

k tā

作勝天

一切事成就天

所作 [之] 咒術

開寶梵本

ja ya ka ra ma dhu ha [ra]

開寶校訂本

jaya-kara madhu-kara

真言藏梵本

作蜜天

sa rva rtha sa dha ka

[我令] 釘住

286,

287,

開寶梵本

cchi day a mi

kī la ya mi

開寶校訂本

chindayāmi

kīlayāmi

真言藏梵本

cchi nda yā mi (234)

kī la yā mi (235)

不空青龍本

瞋娜耶引弭(234)

枳引羅耶引弭(235)

房山不空本

親去娜夜引弭(267)

枳引攞野弭(268)

磧砂本

瞋陀夜彌(四十八)

雞囉夜彌(四十九)

高麗本

嗔陁夜弥

枳囉夜弥(244)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我令] 斷除

二合

(233)
(233)

擔 尾你琰二合

(266)

vidyā

[我令] 釘住

163 kāpālika，濕婆（Śiva）教徒之一類，常攜帶人頭蓋骨為食器者。
164 開寶梵本句283 madhu ha[ra]，欠一 ra 字，ha 字為 ka 字之誤。
165 sādhaka成就，成功；sādhana亦然。 開寶梵本 sarvârtha sādhaka 與房山不空本「薩嚩引囉他二合 娑去 引䭾
迦」同。餘本以真言藏梵本為例，作「sarvârtha sādhana」，不空青龍本：「薩嚩引囉他二合 娑引馱曩」。

288,

289,
gi ri i ka

開寶梵本

bh

開寶校訂本

bh giri ika

真言藏梵本

bh

nā

290,
di kī śva rā

ga a pa ti sa he ya

nandikeśvara

ga a-pati sahīyāya

gi ri i ka (240)

na ndi ke śva ra (241)

ga a pa ti sa he ya (242)

不空青龍本

勃

儗哩智知里反迦(240)

難儞鷄引尸嚩二合囉(241)

誐拏跛底

娑上醯引耶(242)

房山不空本

勃

二合儗哩致上迦

難上你泥以計濕嚩二合囉(273)

誐拏鉢底

娑呬引去夜野(274)

磧砂本

毘唎羊訖唎知(五十三)

難陀雞沙囉

伽拏般帝(五十四)

索醯夜

高麗本

憑去儀哩知(249)

難泥雞首婆囉(250)

伽那鉢底(251)

娑醯夜(252)

bh giri ika
勃

二合

166

儗哩致上迦母

nandikeśvara

ga a-pati

歡喜主

群主

167

sahitya 168
及其眷屬

291,		

292,

293,

開寶梵本

k ta

cchi day a mi

kī la ya mi

開寶校訂本

k tā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真言藏梵本

k tā

vi dyā

cchi nda yā mi (244)

kī la yā mi (245)

不空青龍本

訖哩二合擔引

尾捻引 (243)

瞋娜耶引弭(244)

枳引羅耶引弭(245)

房山不空本

訖

尾你琰二合 (275)

親去娜夜引弭(276)

枳引攞野弭(277)

磧砂本

訖唎擔(五十五)

毗陀夜闍

瞋陀夜彌(五十六)

雞囉夜彌(五十七)

高麗本

訖哩耽

微地也(253)

嗔陁夜弥(254)

枳囉夜弥(255)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vidyā

二合

		

擔

vidyā

(243)

		

所作 [之]咒術

[我令] 斷除

65

[我令] 釘住

294,

295,

296,

297,

開寶梵本

na gna śra va a

k ta vi dyā

cchi day a mi

kī la ya mi

開寶校訂本

nagna śrama a

k tā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真言藏梵本

na gna śra ma a (246)

k tā

cchi nda yā mi (248)

kī la yā mi (249)

不空青龍本

曩誐曩二合 失囉二合麼拏(246)

訖哩二合擔引 尾捻引 (247)

瞋娜耶引弭(248)

枳引羅耶引弭(249)

房山不空本

諾屹曩二合 室囉二合麼拏鼻 (278)

訖

親去娜夜引弭(280)

枳引攞野引弭(281)

磧砂本

那揭那 舍囉婆拏

訖唎擔(五十八) 毗陀夜闍

瞋陀夜彌(五十九)

雞囉夜彌(六十)

高麗本

那延那 室囉引婆拏(256)

訖哩離吉反 皆同耽 微地也(257)

嗔陁夜弥(258)

枳囉夜弥(259)

nagna śrama a

k tā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裸形苦行眾

所作 [之]咒術

vidyā
vi dyā

(247)

擔 尾你琰二合 (279)

二合

vidyā
[我令]

斷除

[我令] 釘住

166 bh giri i = bh giri a =bh gin，為Śiva神之侍從之一，《翻譯名義集》音譯作「卜力哩帝」。真智《白
傘蓋總持經》音譯云：「卑屹哩帝」(T19, p. 405 b)。沙囉巴《白傘蓋陀羅尼經》音譯云：「毘訖利
帝」(T19, p. 402 b)。
167 nandika 歡喜。nandikeśvara 歡喜主、歡喜天、歡喜自在[天]，《翻譯名義集》作「具主作善喜」。佛教
中稱誐那鉢底（Ga a-pati）為歡喜天，其乃濕婆與Pāravatī所生的兩子之一。誐那(ga a)意云群、追隨
者，諸神軍隊(中低階的)神群［尤指Ga eśa統治下的濕婆神之追隨者］。故誐那鉢底(Ga a-pati)亦云群
主，意謂統御一群善於作祟之小神之主(統領)。真智《白傘蓋總持經》譯云：「喜主與集主等」(T19,
p. 405 b)。沙囉巴《白傘蓋陀羅尼經》譯云：「慾樂自在 集主等眾」(T19, p. 402 b)。
168 sahita 助伴。sahitya [自sahita]。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k tā

vi dyām		

298,
開寶梵本

66

299,

a rha ta
169

300,

301,

k ta

vi dya

cchi day a mi

kī la ya mi

k tā

vidyā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vi dyā

cchi nda yā mi (252)

kī la yā mi (253)

開寶校訂本

arhata

真言藏梵本

a rhā nta (250)

k tā

不空青龍本

阿囉罕二合哆(250)

訖哩二合擔引 尾捻引

房山不空本

遏囉罕二合多(282)

訖

磧砂本

阿羅漢

高麗本

(251)

瞋娜耶弭(252)

枳引羅耶弭(253)

親去娜夜引弭(284)

枳引攞野引弭(285)

訖唎擔 毗陀夜闍

瞋陀夜彌(二百六十一)

雞囉夜彌(六十二)

阿囉訶多(260)

訖哩耽 微地也(261)

嗔陁夜弥(262)

枳囉夜弥(263)

arhata

k tā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阿羅漢眾

所作 [之]咒術

(251)

二合擔 尾你琰二合 (283)

vidyā

[我令] 斷除

302,

303,

開寶梵本

vī ta ra ga

k ta

開寶校訂本

vīta-rāga

k tā

vidyā

真言藏梵本

vī ta rā ga ā (254)

k tā

vi dyā

不空青龍本

尾引哆囉引誐(254)

訖哩二合擔引 尾捻引

房山不空本

味引多囉引誐(286)

訖

磧砂本

毗多囉伽

訖唎擔(六十三) 毗陀夜闍

高麗本

微怛(多音)囉引迦(264)

[我令] 釘住

《法相學會集刊》第八輯

304,

305,

cchi da ya mi

kī la ya mi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cchi nda yā mi (256)

kī la yā mi (257)

瞋娜耶引弭(256)

枳引羅耶引弭(257)

親去娜夜引弭(288)

枳引攞野引弭(289)

瞋陀夜彌(六十四)

雞囉夜彌

訖哩耽 微地也(265)

嗔陁夜弥(266)

枳囉夜弥(267)

vīta-rāga

k tā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離欲天

所作 [之]咒術

vi dya

二合

(255)
(255)

擔 尾你琰二合 (287)

vidyā

[我令] 斷除

[我令] 釘住

306,

307,

開寶梵本

va jra pa i

gu hya ka

dhi pa ti

開寶校訂本

vajra-pā i

guhyakâ

dhipati 170

真言藏梵本

va jra pā i (268)

gu hya kā

dhi pa ti (269)

不空青龍本

嚩日囉二合 播引抳(268)

玉

野二合迦引

地鉢底(269)

房山不空本

嚩日囉二合 播引抳(290)

呬野二合迦引

地跛底(291)

磧砂本

跋闍囉

具醯夜 具醯夜(六十六)迦

地般帝

高麗本

跋折時熱反囉 波你(268) 跋折囉 婆重呼尼(269)

具醯夜迦(270)

地鉢底(271)

vajra-pā i

guhyakâ

[a]dhipati

密跡

主

金剛 手

波你(六十五)

vajra-pā i

入

169 阿羅漢，梵語作 arhat（阿羅訶），巴利語作 arahanta（阿羅漢）。 開寶梵本作 arhata 應依梵語，真言
藏梵本作 arhānta 較近巴利語；其他如不空青龍本：「阿囉罕二合哆」，房山不空本：「遏囉罕二合多」
亦可能近巴利語。高麗本：「阿囉訶多」應依梵語。
170 guhyakâdhipati = guhyaka+adhi-pati 秘密主。

308,

309, 		310,

開寶梵本

k ta

vi dyā

cchi da ya mi 		kī la ya mi

開寶校訂本

k tā

vidyā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真言藏梵本

k tā

vi dyā

cchi nda yā mi (271)		kī la yā mi (272)

(270)

不空青龍本

訖哩二合擔引 尾捻引

房山不空本

訖

瞋娜耶引弭(271)		枳引羅耶引弭(272)

磧砂本

訖唎擔(六十七) 毗陀夜闍

瞋陀夜彌(六十八)		雞囉夜彌(六十九)

高麗本

訖哩耽 微地也(272)

嗔陁夜弥		枳羅夜弥(273)

k tā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270)

二合擔 尾你琰二合

親去娜夜引弭(293)		枳引攞野引弭(294)

(292)

vidyā

所作 [之]咒術

[我令] 斷除

[我令] 釘住

311,
開寶梵本

ra k a ra k a

ma

開寶校訂本

rak a rak a

mā

真言藏梵本

ra k a ra k a

mā

不空青龍本

乞叉二合

乞叉二合

房山不空本

囉乞灑二合 囉乞灑二合

磧砂本

囉叉

高麗本

囉叉 囉叉

(273)

(引 稱名) (273)

		

引 (295)

罔(七十)
(274)

婆伽梵

(二百七十一)

薄伽梵(275)

印兔那 麼麼 寫(七十二)
印

mā

bhagavan		

護持

我

世尊

312,
171

313,
ga va ta

(至此依 前稱弟子名)

(某乙寫) (276)

mama (稱名) sya
€(於) 我 [某某]

314,

315,

si tā ta pa tra

na mo stu te

stathāgato ī a

sitātapatra

namo’ stute

[……]

si tā ta pa tra (275)

na mo stu te (276)

[……]

悉跢上引哆鉢怛囉二合 (275) 娜謨引素覩二合帝引(276)

sta thā ga to

ī a

開寶梵本

bha

開寶校訂本

bhagavata

真言藏梵本

bha ga vā

不空青龍本

婆誐梵引

房山不空本

婆去誐嚩多(296) 娑怛二合他去引櫱妬引瑟抳二合引釤(297)

悉跢多鉢怛

磧砂本

婆伽梵(七十三)

[……]

薩怛多般怛囉(七十四)

南無 粹都帝(七十五)

高麗本

婆伽梵

薩怛他揭都烏瑟尼沙(277)

悉怛多鉢怛囉(278)

南無 嗉上都上羝(279)

bhagavan

stathāgato ī a

sitātapatra[ ]

namo’ stute

尊貴的

如來頂髻

白傘蓋

敬禮 稱讚

(274)
(274)

171 開寶梵本此 bha 字似 ha 字。

二合 (298)

曩謨引窣覩二合帝(299)

67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rak a rak a

那 麼麼那寫

316,
開寶梵本

68

317,

a si ta na lā rka
172

開寶校訂本

asitânalârka

真言藏梵本

a si tā na lā rka

(277)

318,

pra bha sphu a

vi ka se tā ta pa tre

prabhā sphu a

vi-ka sitātapatre

pra bha sphu a (278)

vi ka si tā ta pa tre

尾迦 悉跢上引哆鉢怛

娑普二合吒(278)

(279)

不空青龍本

阿徙哆 曩邏引囉迦二合(277)

鉢囉二合婆

房山不空本

阿上枲星以跢 曩攞囉迦二合 (300)

鉢囉二合婆去 娑普二合吒(301)

尾迦 悉跢多鉢怛

磧砂本

阿悉多 那囉剌迦(七十六)

波囉婆

悉普吒(七十七)

毗迦 薩怛多鉢帝唎(七十八)

高麗本

阿悉多 那引囉引囉迦(280)

鉢囉婆毗

薩普吒(281)

毗迦 悉怛多(282) 鉢底哩(283)

asitânalârka

prabhā sphu a

無邊 熾焰 日光

光明 普照

319,

320,

二合(279)

二合(302)

vi-kā sitātapatre 173
[於] 盛展 [之] 白傘蓋 [中]

321,
174

vi dha ha vi dha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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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寶梵本

jva la jva la

dha ka dha ha

開寶校訂本

jvala jvala

dhaka dhaka

vi-dhaka vi-dhaka

真言藏梵本

jva la jva la (280)

ndha ka ndha ka (281)

vi ndha ka vi ndha ka (282)

不空青龍本

入嚩二合攞 入嚩二合攞(280)

馱上迦 馱上迦(281)

尾馱迦 尾馱迦(282)

房山不空本

入縛二合攞 入嚩二合攞(303)

䭾迦 䭾迦(304)

尾䭾迦 尾䭾迦(305)

磧砂本

什佛囉 什佛囉(七十九)

[……]

[……]

高麗本

什嚩囉 什嚩囉(284)

[……]

[……]

dhaka dhaka

vi-dhaka vi-dhaka

瞋怒 瞋怒

離瞋怒 離瞋怒

jvala

175

jvala

火焰 火焰

322,

323,

324,
176

ra vi da ra

cchi dna cchi dna

325,
177

bhi dna bhi dna 178

開寶梵本

da ra da ra

vi da

開寶校訂本

dara dara

vi-dara vi-dara

cchinda cchinda

bhinda bhinda

真言藏梵本

da ra da ra (283)

vi da ra vi da ra (284)

cchi nda cchi nda (285)

bhi nda bhi nda (286)

不空青龍本

娜囉 娜囉(283)

尾娜囉 尾娜囉(284)

瞋娜 瞋娜(285)

頻娜 頻娜(286)

房山不空本

娜囉 娜囉(306)

尾娜囉 尾娜囉(307)

親去娜 親去娜(308)

牝娜 牝娜(309)

磧砂本

陀囉 陀囉(八十)

頻陀囉 頻陀囉

瞋陀 瞋陀(二百八十一)

[……]

高麗本

陁囉 陁囉(285)

頻陁囉 頻陁囉(286)

嗔陁 嗔陁(287)

[……]

dara dara

vi-dara vi-dara

cchinna cchinna

bhinda bhinda

粉碎 粉碎

離粉碎 離粉碎

斷除 斷除

破壞 破壞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asitânalârka = a-sita+anala+arka。a-sita 不受束縛，引申為「無邊」。anala 火，(甘露)火；arka 太陽、日光。
vi-kās (vi-kā ) 展開、(花) 綻放；sitātapatre 於白傘蓋(中)。
開寶梵本此 ha 字應為 ka 字。下一詞 vidhaha 亦應為 vidhaka。
jvala 火焰，光明，熾盛。
開寶梵本此 da 字像 dna，隨後之 vidara 亦像 vidnara。
真言藏梵本「cchinda cchinda」；開寶梵本「cchi dna cchi dna」應作「cchinda cchinda」。 CHid, chinna
斷裂、劈開，斫截。
178 開寶梵本「bhidna bhidna 」應作「bhinda bhinda」。 bhinna 破壞、毀傷、離散。 bhindu 破壞。

326, 		

327,

328,
179

開寶梵本

hu

hu

pha

開寶校訂本

hū

hū

pha pha

真言藏梵本

hū

hū

(287)

pha

不空青龍本

吽引

吽引

(287)

泮吒半音

房山不空本

吽引

吽(310)

癹180 吒半音

磧砂本

虎

虎

泮吒(八十四) 泮吒 泮吒 泮吒 泮吒

高麗本

含吽

含吽(288)

泮 泮 泮(289) 泮吒 泮吒(290)

莎皤訶(291)

hū

hū

pha pha pha pha pha

svāhā

吽

吽

泮吒 泮吒 泮吒 泮吒 泮吒

娑訶

(八十二)

(八十三)

pha

pha

svā ha
svāhā
svā hā (289)

(288)

下同

泮吒(288)
下同

娑嚩二合引訶(289)

癹吒(311)

娑嚩二合引賀引

(312)

娑訶(八十六)

(八十五)

329,

330,

331,

332,

開寶梵本

he he pha

a mo gha pha

a pra ti ha ta pha

va ra pra dna pha

開寶校訂本

hehe pha

amogha pha

a-pratihata pha

vara-prada pha

真言藏梵本

he he pha

不空青龍本

醯形曳反引醯同上引泮吒(290) 阿目去引伽耶 泮吒(291) 阿鉢囉二合底訶多耶 泮吒(292) 嚩囉鉢囉二合娜耶 泮吒(293)

房山不空本

係引係引癹吒(313)

阿上謨引伽去 癹吒(314) 阿鉢囉二合底賀多 癹吒(315) 嚩囉鉢囉二合娜 癹吒(316)

磧砂本

醯醯 泮(八十七)

阿牟迦耶 泮(八十八)

阿波囉提訶多 泮(八十九)

婆囉波囉陀 泮(九十)

高麗本

醯醯 泮(292)

阿牟伽耶 泮(293)

阿鉢囉底訶多 泮(294)

皤囉鉢囉二合陁 泮(295)

hehe pha

amogha pha

a-pratihata pha

vara-prada pha

醯醯 泮

不空 泮

無礙 泮

與願 泮

(291)

a pra ti ha tā ya pha

333, 		

334,

a su ra vi dra pa ka pha

sa rva de ve bhya pha

181

pha

va ra pra dā ya pha

(292)

sarva deve bhya pha

開寶校訂本

asura vidrâpaka

真言藏梵本

a su ra vi drā pa kā ya pha

不空青龍本

阿素囉 尾娜囉二合引跛迦耶 泮吒(294)

薩嚩 禰引吠 毘藥二合反 下同 泮吒(295)

房山不空本

阿蘇上囉 尾捺囉二合跛迦

薩嚩 祢去吠引 毗藥二合 癹吒(318)

磧砂本

阿素囉 毗陀囉波迦 泮(二百九十一)

薩婆 提鞞

弊 泮(九十二)

高麗本

阿素囉 毗陁囉皤迦 泮(296)

薩皤 提吠

弊 泮(297)

asura vidrâpaka pha

sarva deve bhya pha

阿修羅 八方遍行者 泮

一切天眾 泮

(294)

癹吒(317)

sa rva de ve bhya pha

(295)

179 開寶梵本、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房山不空本：「pha 」各兩個，惟磧砂本、高麗本各具五個。
180 「癹」字中央之「几」作「口」，下同。
181 vidrâpaka = vidrā+āpaka，vidrā 往不同方向逃跑；vidrâpaka 隨處奔跑者。

(293)

69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開寶梵本

a mo gha yā pha

(290)

335,		

336,

開寶梵本

sa rva na gi bhya pha

sa rva ya k a bhya pha

開寶校訂本

sarva nāge bhya pha

sarva yak a bhya pha

真言藏梵本

sa rva nā ge bhya pha

不空青龍本

薩嚩 曩引藝於倪反 引 弊耶二合泮吒(296)

薩嚩 藥乞曬二合引 弊耶二合 泮吒(297)

房山不空本

薩嚩 曩引霓去 毗藥二合 癹吒(319)

薩嚩 藥乞曬二合 毗藥二合 癹吒(320)

磧砂本

薩婆 那伽

薩婆 藥叉 弊 泮(九十四)

高麗本

70

薩皤 那那

182

sa rva ya k e se bhya pha

(296)

弊 泮(九十三)
伽 弊 泮(298)

(297)

薩皤 藥叉 弊 泮(299)

sarva nāga bhya pha

sarva yak a bhya pha

一切龍眾 泮		

一切藥叉眾 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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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338,

339,

開寶梵本

sa rva ra k a si bhya pha

sa rva ga ru e bhya pha

sa rva gā dha rve bhya pha

開寶校訂本

sarva rāk asi bhya pha

sarva garu e bhya pha

sarva gandharve bhya pha

真言藏梵本

sa rva rā k a se bhya pha

不空青龍本

薩嚩 羅引乞剎二合細引 弊耶二合泮吒(298) 薩嚩誐嚕禰引弊耶二合 泮吒(299)

薩嚩巘闥吠引 弊耶二合 泮吒(300)

房山不空本

薩嚩 囉引乞剎二合細 毗藥二合 癹吒(321) 薩嚩櫱嚕妳引毗藥二合 癹吒(322)

薩嚩巘引達吠引 毗藥二合 癹吒(323)

磧砂本

[……]

[……]

薩婆 乾闥婆 弊 泮(九十五)

高麗本

薩皤 囉剎莎 弊 泮(305)

薩皤 揭嚕茶 弊 泮(302)

薩皤 乾闥婆 弊 泮(300)

sarva rāk asi bhya pha

sarva garu e bhya pha

sarva gandharve bhya pha

一切羅剎女眾 泮

一切迦樓羅女眾 泮

一切乾闥婆女眾 泮

(298)

sa rva ga ru e bhya pha

(299)

sa rva ga ndha rve bhya pha

340, 		

341,

開寶梵本

sa rva a su li bhya pha

sa rva ke dna li bhya pha

開寶校訂本

sarva asure bhya pha

sarva ki nare bhya pha

真言藏梵本

sa rva a su re bhya pha

不空青龍本

薩嚩 阿素

房山不空本

薩嚩 阿上素

磧砂本

[……]		

[……]

高麗本

薩皤 阿素囉 弊 泮(301)

薩皤 緊那羅 弊 泮(303)

sarva asure bhya pha

sarva ki nare bhya pha

一切阿修羅女眾 泮		

一切緊那羅女眾 泮

引

(301)

sarva ki nda re bhya pha

弊耶二合 泮吒(301)

薩嚩 緊娜

毗藥二合 癹吒(324)

薩嚩 緊娜

引

(302)

弊耶二合 泮吒(302)
毗藥二合 癹吒(325)

182 第二個「那」字疑衍，「那那」應為「那」，sarva nāga 薩皤 那伽 ［一切龍］。

(300)

342,

343,

344,
183

開寶梵本

sa rva ma hu ra gi bhya pha

sa rva ma du a bhya pha

開寶校訂本

sarva mahorage bhya pha

sarva mānu e bhya pha

sarva amānu e bhya pha

真言藏梵本

sarva ma ho ra ge bhya pha

[……]

[……]

(303)

sa rva a ma du a bhya pha

不空青龍本

薩嚩 麼護引羅藝引 弊耶二合泮吒(303) [……]

[……]

房山不空本

薩□184 麼護囉藝引 毗藥二合 癹吒(326) 薩嚩 麼弩曬 毗藥二合 癹吒(327)

薩嚩 阿上麼弩曬 毗藥二合 癹吒(328)

磧砂本

[……]

[……]

[……]

高麗本

薩皤 摩護囉伽 弊 泮(304)

薩皤 摩努曬 弊 泮(306)

薩皤 阿摩努曬 弊 泮(307)

sarva mahorage bhya pha

sarva mānu e bhya pha

sarva amānu e bhya pha

一切摩睺羅伽(大蟒神)眾 泮

一切人種神眾 泮

一切非人種神眾 泮

345,
開寶梵本

346,

sa rva bhu te bhya pha
187

185

347,

sa rva pre te bhya pha

bhya pha

186

sa rva bhi śa ci bhya pha

sarva prete bhya pha

sarva piścāce bhya pha

[……]

sa rva pi ścā ce bhya pha

薩嚩 步引帝引 弊耶二合 泮吒(304)

[……]

薩嚩 比舍引制引 弊耶二合 泮吒(305)

房山不空本

薩嚩 步引帝 毗藥二合 癹吒(329)

[……]

薩嚩 比舎引際引 毗藥二合 癹吒(330)

磧砂本

[……]

[……]

[……]

高麗本

[……]

[……]

開寶校訂本

sarva bhute

真言藏梵本

sa rva bhu te bhya pha

不空青龍本

(304)

[……]

sarva prete bhya pha

一切鬼［精靈］眾 泮

一切餓鬼眾 泮

348, 		
e bhya pha 		

sarva piścāce bhya pha
一切食屍肉鬼眾 泮

349,
sa rva pu ta di bhya pha

開寶梵本

sa rva ku pa

開寶校訂本

sarva kumbhā e bhya pha 		

真言藏梵本

sa rva ku mbha

不空青龍本

薩嚩 弓去盤引嬭引 弊耶二合 泮吒(306)		

薩嚩 布引單儞引 弊耶二合 泮吒

房山不空本

薩嚩 禁畔妳引

薩嚩 布引多寧引 毗藥二合 癹吒(332)

e bhya pha

(306)

		

毗藥二合 癹吒(331)		

sarva pūtane bhya pha
sa rva pū ta ne bhya pha

磧砂本

[……]		

薩婆 補丹那 弊 泮(九十六)

高麗本

[……]		

薩皤 布單那 弊 泮(308)

sarva kumbhā e bhya pha

189

		

一切鳩槃荼鬼眾 泮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307)

sarva pūtane bhya pha
一切臭鬼眾 泮

開寶梵本句343, 344房山不空本及高麗本具；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磧砂本均缺。
是處疑缺一字。
開寶梵本句345 磧砂本、高麗本均缺。
開寶梵本句346「sarva prete bhya pha 」，餘本均缺。句347, 348 磧砂本、高麗本缺。
bhūta 精靈、鬼類。
此句䆁依開寶梵本。
此句釋依真言藏梵本。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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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va bhute bhya pha

188

(305)

350,		

351,

開寶梵本

sa rva ka a pu ta di bhya pha

sa rva du la

開寶校訂本

sarva ka a-pūtane bhya pha

sarva dur-la ghite bhya pha

真言藏梵本

sa rva ka a pū ta ne

bhya pha

不空青龍本

薩嚩 揭吒布引單儞引

弊耶二合 泮吒(308)

薩嚩 訥楞祇帝引

弊耶二合 泮吒(309)

房山不空本

薩嚩 羯吒布引多寧去

毗藥二合 癹吒(333)

薩嚩 訥轉舌稜上柢去帝

毗藥二合 癹吒(334)

薩婆 突狼枳帝

弊 泮(九十八)
弊 泮(310)

弊

190

(308)

泮(九十七)

ghi

te bhya pha

磧砂本

迦吒補丹那

高麗本

薩皤 迦吒布丹那

弊 泮(309)

薩皤 突蘭枳帝

sarva ka a-pūtane

bhya pha

sarva dur-la ghite bhya pha

352,		

353,

開寶梵本

sa rva du p k a te bhya pha

sa rva jva li bhya pha

開寶校訂本

sarva du -prek ite bhya pha

sarva jvare bhya pha

真言藏梵本

sa rva du pre k i re bhya pha

不空青龍本

薩嚩 努瑟鉢

房山不空本

薩嚩 弩引澁畢

磧砂本

薩婆 突澁比

高麗本

薩皤 突瑟吒畢哩乞史帝

二合

sa rva jva re bhya pha

(310)

乞史二合帝引 弊耶二合 泮吒(310)

三合

乞史二合帝 毗藥二合 癹吒(335)

訖瑟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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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 悞見過

薩嚩 入嚩二合

引

弊耶二合 泮吒(311)

薩嚩 入嚩二合

引

毗藥二合 癹吒(336)

薩婆 什婆唎

弊 泮(三百)

弊 泮(311)

薩皤 什皤梨

弊 泮(312)

sarva jvare bhya pha

眾 泮

一切熱惱眾 泮

354,		
193

sa rva a pa sma li bhya pha

355,
sa rva śra ma e bhya pha

開寶梵本

a

開寶校訂本

sarva apasmāre bhya pha

真言藏梵本

sa rva a pa sma re bhya pha

不空青龍本

薩嚩 阿跛娑麼二合引

房山不空本

薩嚩 阿上跛娑麼二合引

磧砂本

薩婆 阿播悉摩

高麗本

薩皤 阿波薩麼嚟 弊 泮(313)

薩婆 奢羅皤拏 弊 泮(314)

sarva apasmāre bhya pha

sarva śrava a bhya pha

一切癲狂作忘眾 泮 		

一切聽聞[法]眾 泮

190
191
192
193

引

(311)

弊 泮(九十九)

sarva du -prek ite bhya pha
192

(309)

一切悞191想過眾 泮

一切極臭鬼眾 泮		

72

sa rva du rla

ghi te bhya pha

sarva śrava e bhya pha
(312)

sa rva śra ma e bhya pha

(313)

弊耶二合 泮吒(312)

薩嚩 失囉二合麼儞引 弊耶二合 泮吒(313)

毗藥二合 癹吒(337)

薩嚩 室囉二合麼鼻音妳 毗藥二合 癹吒(338)

𠼐 弊  泮(三百一)

薩婆 舍囉婆拏 弊 泮(二)

磧砂本「迦吒補丹那弊」前疑缺「薩婆」，餘本皆具。
dur-la ghita 悞想過，「悞」同「誤」，意謂不正確，錯誤。《說文》：謬也。
du -prek ita 悞見過。
此 a 字開寶梵本獨有，疑衍。

356,		

357,

開寶梵本

sa va ti rthā ke bhya pha

sa rva o tma di bhya pha

開寶校訂本

sarva tīrthike bhya pha

sarva utmadi 194 bhya pha

真言藏梵本

sa rva tī rthi ke bhya pha

不空青龍本

薩嚩 底引 體二合

房山不空本

薩嚩 底丁以 體町以

磧砂本

薩婆 地帝雞

高麗本

薩嚩 底 㗚耻耻雞 弊 泮(315)

薩菩 怛波提

sarva tīrthike bhya pha

sarvo-tamadi bhya pha

一切外道眾 泮		

一切亦[令人]醉惑眾 泮

聽以反

sa rva u nmā

(314)

鷄引 弊耶二合 泮吒(314)

de bhya pha

薩嚩 溫莽引禰引 弊耶二合 泮吒(315)

二合計 毗藥二合 癹吒(339)

薩嚩 嗢荅麼二合祢去 毗藥二合 癹吒(340)

弊 泮(三)

薩婆 怛摩陀繼 弊 泮(四)
弊 泮(316)

358,		

359,

開寶梵本

sa rva vi dya ca ryi bhya pha

ja ya ka ra ma dhu ka ra

開寶校訂本

sarva vidyâcārye bhya pha

jaya-kara madhu-kara

真言藏梵本

sa rva vi dyā cā rye bhya pha

不空青龍本

薩嚩 尾儞也二合引遮引唎曳二合引 弊耶二合泮吒(316)

房山不空本

薩嚩 尾你也二合引左哩曳二合 毗藥二合 癹吒(341)

惹野迦囉 沫度迦囉(342)

磧砂本

薩婆 毗陀耶 囉誓 遮

闍夜羯囉 摩度羯囉(六)

高麗本

薩皤 微地也 囉誓 遮黎 弊 泮(317)
195

ja yā ka ra ma dhu ka ra (317)

(316)

惹耶迦囉 末度迦囉(317)

弊 泮(五)

闍耶羯囉 摩度羯囉(318)

cārye bhya pha

jaya-kara madhu-kara

一切 明咒 聚 教授師 眾 泮

開寶梵本

作勝天

作蜜天

360,		

361,

sa rva rthā sa dha ke bhya pha

vi dya ca rye bhya pha

196

bhya pha

開寶校訂本

sarvārtha sādhake

真言藏梵本

sa rvā rtha sā ddhā he bhyo (318)

不空青龍本

薩嚩引 他二合 娑引馱鷄引 瓢引

vidyâcārye bhya pha
vi dyā cā rye bhya pha

(319)

尾儞也二合引遮引唎曳二合引弊耶二合 泮吒(319)

(318)
197

房山不空本

薩嚩引喇他二合 娑引䭾計引 毗藥二合癹吒(343) 薩縛

尾你也二合引左哩曳二合毗藥二合 癹吒(344)

磧砂本

薩婆 羅他 娑陀雞 弊 泮(七)

毗地夜 遮唎 弊 泮(八)

高麗本

薩婆 囉他 娑陁雞 弊 泮(319)

微地也 遮唎曳 弊 泮(320)

sarvārtha sādhake bhya pha

vidyâcārye bhya pha

一切事成就天 眾 泮

明咒師 眾 泮

194 此詞開寶梵本、房山不空本作：「sarva utmadi 嗢荅麼二合祢去」，其意有「醉惑」之義歟，但不可肯
定。校訂本暫依原文不變，以待來賢。不空青龍本：「薩嚩 溫莽引禰引」，沙囉巴《白傘蓋陀羅尼經》
作：「薩唎嚩二合 悟麻帝」。溫莽引禰引、悟麻帝 un-madi 瘋狂、顛狂、迷惑。
195 rāśi，眾，蘊，積聚。
196 sarvārtha，一切事；sādhaka，完成，成就。
197 房山不空本多「薩縛」二字，餘本皆無。「薩縛」餘處皆為 sarva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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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va vidyā rāśe

(315)

362,

363,

開寶梵本

ca rtu bha gni bhya pha

va jra kau ma ri

開寶校訂本

catur bhaginī bhya pha 

vajra kaumārī

真言藏梵本

ca tu rbha gi nī bhya pha

不空青龍本

者咄囉二合 薄 儞引 弊耶二合泮吒(320) 嚩日囉二合 矯引莽引哩

房山不空本

拶咄 薄儗

磧砂本

者都囉 縛耆你 弊 泮(九)

跋闍囉 俱摩唎(十)

高麗本

者咄囉南 薄祁你 弊 泮(321)

跋折囉 俱摩唎迦 弊 泮(322) 跋折囉 俱藍陁利 弊 泮(232)

catur bhaginī bhya pha

vajra kaumārīka bhya pha

vajra kula -dharī bhya pha

四姊妹女眾 泮

金剛童女眾 泮

金剛持家眾 泮

二合引

(320)

ha 198

[……]

ku la ndha rī 199 (321)

va jra kau mā rī

俱蘭上馱唎引

毗藥二合 癹吒(345) 嚩日囉二合 矯麼引哩

矩懶䭾哩

(321)

(346)

[……]

364, 		 365,
開寶梵本

ma ha vi dyā rā je200 bhya pha

ma ha pra tya

開寶校訂本

mahā vidyā rāje bhya pha

mahā pratya gire bhya pha

真言藏梵本

vi dyā ra je bhya pha

不空青龍本

尾儞也二合引囉誓而濟反 引 弊耶二合 泮吒(322)

房山不空本

74

201
(自曳)

摩賀 尾你也二合囉□

ma hā pra tyu gi re bhya pha

(322)

毗藥二合 癹吒

gi re bhya pha

202
(347)

(323)

摩訶引 鉢囉二合底孕二合 曬引 弊耶二合 泮吒(323)
摩賀引 鉢囉二合底孕二合儗

毗藥二合 癹吒(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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磧砂本

毗陀夜 羅誓 弊 泮(三百十一)

摩訶 波囉丁羊乂耆唎 弊 泮(十二)

高麗本

微地也 囉引闍 弊 泮(324)

摩訶 鉢囉登耆囇

vidyā rāje bhya pha

mahā pratya gire bhya pha

明咒王 眾

大 迴遮母眾 泮

泮

弊 泮(325)

198 此 ha 字開寶梵本獨有，疑衍。 惟開寶梵本沒有真言藏梵本隨著的「kulan-dharī」，房山不空本有：
「矩懶䭾哩」。
199 真言藏梵本句320：kulandharī = kula -dhara ( kula -dharī )，意云家族之支持者。開寶梵本、磧砂本缺；
房山不空本具，高麗本獨立成一句 232「跋折囉 俱藍陁利 弊 泮」。
200 是處開寶梵本「maha vidyārāje」有「maha」字樣，房山不空本同，餘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磧砂
本、高麗本等皆缺。開寶梵本句367亦復如是。
201 房山不空本是處疑缺一字（誓?），隨後之注音小字「自曳」應是說明此缺字之發音。「囉誓自曳」，rāje意
云「王」(f.)。不空青龍本：「囉誓而濟反」。
202 房山不空本此句之前有「摩賀」二字，與開寶梵本合，餘本皆無。

366,		
203

367,

lā ya pha

開寶梵本

va jra śa mka

開寶校訂本

vajra śa kalāya pha 		
204

ma ha pra tya

mahā pratya gi-rājāya pha

真言藏梵本

va jra śa ka lā ya

不空青龍本

嚩日囉二合引 商迦攞引耶(324)		

(324)

gri ra ja ya pha

		

餉迦攞引野 癹吒(349)

pra dyu

gi ra rā ja ya pha

(325)

鉢囉二合底孕二合 㘈囉邏引惹耶 泮吒(325)

房山不空本

摩賀引鉢囉二合底孕二合儗囉引惹引野 癹吒(350)

嚩日囉二合

磧砂本

跋闍囉 商羯囉夜(十三) 		

波囉丈205 耆 囉闍耶

高麗本

跋折囉 商羯囉引夜 泮(326)		

鉢囉登祁囉 囉引闍引耶 泮(327)

vajra śa kalāya pha

mahā pratya gi-rājāya pha

金剛鏁鏁 泮		

大

泮(十四)

迴遮母 王 泮

368,

369,

370,

開寶梵本

ma ha ka la ya

ma ha ma t i ga a

na ma sa k tā ya pha

開寶校訂本

mahā kālāya

mahā māt ga a

namask tāya pha
206

真言藏梵本

ma hā kā lā ya

mā t ga a

不空青龍本

摩訶引迦攞引耶

忙底哩二合誐拏

na ma sk tā ya pha

(326)

207

曩麼塞訖哩三合跢引耶 泮吒(326)

房山不空本

摩賀引迦引攞引野(351)

摩賀引 麼底哩二合誐拏鼻音

磧砂本

摩訶 迦囉夜(十五)

摩訶 末怛唎 迦拏(十六)

南無娑羯唎多夜 泮(十七)

高麗本

摩訶 揭囉耶 泮(328)

摩訶 摩怛哩二合伽拏耶 泮(329)

娜牟塞揭哩二合多耶 泮(330)

mahā kālāya [pha ]

mahā māt ga a [pha ]

namas-k tāya pha

大黑天

大[神]母 眾

所敬禮者

[泮]

曩莫塞訖

跢引野 癹吒(353)

三合

泮

203 是字開寶梵本看像「mka」但有缺。
204 開寶梵本於是句末有一「pha 」字，故斷成一句，與房山不空本、高麗本同，異於真言藏梵本、不空青
龍本、磧砂本。
205 「丈」jang 疑為「乂」之訛。敦煌俄藏本「俄Ф 092」、北京圖書館藏「北7418」、「北7417」、「北
7433」本皆作「乂」。
206 真言藏梵本 及不空青龍本：「māt ga a 忙底哩二合誐拏」之前缺「mahā摩訶」字，餘本均具。
207 真言藏梵本於此句326後有句327-329「indrāya pha brahmīdīye pha rudrāya pha 」，不空青龍本句327329「印娜囉二合耶泮吒 沒囉二合 引訶弭二合儞曳引泮吒 嚕娜囉二合 引耶泮吒」各三句；開寶梵本、房山不
空本、磧砂本、高麗本均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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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泮]

(352)

370a,
開寶梵本

370b,
e vi ye pha

vai

[……]

371,
pra hma

a vi ye pha

vi

e vi ye pha

e ye pha

brahmā īye 208 pha

vai eviye pha

開寶校訂本		

bra hmī ye pha

209

真言藏梵本

vī

不空青龍本

尾引瑟拏二合尾曳引 泮吒(330)

房山不空本

吠挺閇瑟弩二合

磧砂本

毖瑟拏婢曳 泮(十八)

[……]

勃囉訶牟尼曳 泮(十九)

高麗本

毗瑟拏尾曳 泮(331)

[……]

皤囉

(330)

(331)

(332)

尾瑟嬭二合尾曳引 泮吒(331) 物囉二合訶彌二合曳引 泮吒(332)

210
癹吒(354) [……]
尼古尾引曳引

沒囉二合憾麼二合抳曳 癹吒(355)

摩尼曳 泮(332)

vai avīye pha 		

brahma īye pha

韋紐天母 泮		

梵天母 泮

372,

373,

374,

開寶梵本

a gni ye pha

ma ha ka ri ye pha

ha lā nā

開寶校訂本

agnīye pha

mahā kālīye pha

kāla da īye pha

真言藏梵本

a gni ye pha

不空青龍本

阿引 儞二合曳引 泮吒(333)

魔訶引 迦引里曳 泮吒(334)

迦引羅 難引馳引曳引 泮吒(336)

房山不空本

阿屹

摩賀引 迦引理引曳 癹吒(357)

迦引攞引 難上膩引曳引 癹吒(358)

磧砂本

阿耆尼曳 泮(二十)

摩訶 羯唎曳 泮(三百二十一)

羯囉 檀遲曳 泮(二十二)

高麗本

阿祁尼曳 泮(333)

摩訶 迦哩曳 泮(334)

迦囉 檀特曳212 泮(335)

agnīye pha

mahā kālīye pha

kāla-da īye213 pha

火天母 泮

大時母 泮

死亡天母 泮

76

二合

(333)

曳 癹吒(356)

ma ha kā lī ye pha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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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kā la da

i ye pha
211

ī ye pha

(336)

376,

[……]

rau drī ye pha 

開寶梵本

e ndrī ye pha

開寶校訂本

indrīye pha 		

真言藏梵本

ai ndrī ye pha

不空青龍本

愛涅哩二合引曳引 泮吒(337)

忙引底唎二合曳引 泮吒(338)

嘮去引涅哩二合引曳引 泮吒

房山不空本

印涅哩二合曳 癹吒(359)

[……]

嘮引捺哩二合曳引 癹吒(360)

磧砂本

蔑怛唎曳 泮(二十三)

[……]

嘮怛唎曳 泮(二十四)

高麗本

瞖泥哩曳 泮(336)

[……]

嘮怛哩曳 泮(338)

indrīye pha

maitrīye pha

raudrīye pha

因陀羅天母 泮

慈祥天母 泮

暴惡天母 泮

(337)

mā trī ye pha

raudrīye pha 
214
(338)

rau drī ye pha

(335)
(335)

208 brahmā ī，梵天Brahmā之神妃，及Durgā的稱號之一。brahmā īye房山不空本作：「沒囉二合憾麼二合抳曳」。
209 真言藏梵本於此句後有一句「varakiye pha 」餘本均缺。
210 「吠瑟弩二合 尼古尾引曳引」，乃vi u-vīye之音譯，其中「弩尼古」據本字音及小字注音應作 nu, u。惟似
乎「弩」易為「拏」於意更合，不空青龍本作：「尾 引瑟拏 二合尾曳 引」vai avīye。磧砂本、高麗本作
「毗瑟拏尾曳」。vai avī 意云毗紐天Vi u之女性能力。
211 開寶梵本：「ha lā nā
i ye pha 」應為「kalā-nā iye pha 」，房山不空本音譯同：「迦引攞引 難上膩
引曳引」，惟kalā-nā
iye 難得其解，最接近的音是不空青龍本：「迦引羅 難引馳引曳引」，真言藏梵本
作：「kāla-da īye」，磧砂本：「羯囉 檀遲曳」，高麗本：「迦囉 檀特曳」亦接近，故暫以之代。
212 檀特曳 da aya(ye) 懲罰。da a 棒，杖，刑罰。迦囉 檀特曳 kāla-da aye，黑懲罰母，死亡天母。
213 kāla-da a，死亡之杖，死亡。
214 真言藏梵本句338「mātrīye pha 」，不空青龍本句338「忙引底唎二合曳引泮吒」是句開寶梵本、房山不空
本、磧砂本、高麗本均無。

377,

378,
e ye pha

ka la ra trī ye pha

開寶梵本

ca mu

開寶校訂本

cāmu īye pha

真言藏梵本

cā mu

不空青龍本

遮引悶膩引曳引 泮吒(339)

迦引攞 囉引底哩二合曳引 泮吒(340)

迦引跛引里曳引泮吒(341)

房山不空本

佐引捫膩引曳 癹吒(361)

迦攞 囉引底唎二合引曳 癹吒(362)

迦播引理曳 癹吒(363)

磧砂本

遮文茶曳 泮(二十五)

羯邏 囉怛唎曳 泮(二十六)

迦般唎曳 泮(二十七)

高麗本

遮文遲曳 泮(337)

迦囉引怛哩曳 泮(339)

迦波嚟曳泮(340)

cāmu īye pha

kāla- rātrīye pha

kapālīye pha

遮文荼天母 泮

黑夜天母 泮

髑髏天母 泮

ī ye pha

[……]

215

kāla- rātrīye pha
kā la rā trī ye pha

(339)

kā pā rī ye pha

(340)

379, 		

380,

ka śma śa na

va si ni ye pha

開寶梵本

a dhi mu kta

開寶校訂本

adhi-muktika 216 śmaśāna-

vaśinīye217 pha

真言藏梵本

a dhi mu kto ka

śma śā na (342)

vā si nī ye pha

不空青龍本

阿地目訖德二合迦上

捨麼二合舍引曩(342)

嚩引悉儞引曳引 泮吒(343)

房山不空本

阿上地穆訖得二合迦

濕麼二合舎曩

嚩引枲

磧砂本

阿地 目質多迦

尸摩舍那(二十八)

婆私你曳 泮(二十九)

高麗本

(343)

曳 癹吒(364)

尸麼舍那

皤悉你曳 泮(341)

śmaśāna-

vaśinīye pha

愛樂

尸林 塚地

諸[鬼]母 泮

381,

382,

383,

開寶梵本

ye ki ce ta

sa tva

ma ma

開寶校訂本

ye ke citta

sattvā

mama
ma ma (346)

真言藏梵本

ye ke ci ttā (344)

sa tvā (345)

不空青龍本

曳引髻引質哆(344)

娑怛嚩二合引

房山不空本

曳計引唧多

薩怛嚩二合

麼麼(365)

磧砂本

演 吉質(三十)

薩埵婆 寫(三百三十一)

麼麼 印兔那 麼麼寫(三十二)

高麗本

曳 髻 者那

薩怛 薩怛皤(342)

ye ke-ci[tta]

sattvā

(諸) 發心 (生心、起心)
215
216
217
218

218

眾生

(345)

77

麼麼(346)

(至此句依 前稱弟子某人)

mama
(於) 我

開寶梵本是處沒有餘本之「kapālīye pha 」。
adhi-muktika，adhimukti，愛樂，喜。
vaśinī 主婦 (f.)。
「演吉質 薩埵婆寫 ye ke-citta sattvā (sya)，(發心眾生)」，上述意譯依《大正藏》卷61南忠《註大佛頂真
言》及明覺《大佛頂如來放光悉怛他鉢怛囉陀羅尼勘註》，但仍難解。此句整句「ye ke-ci[tta] sattvā (sya)
mama (sya)」是很特別的一句，若依高麗本「曳髻 者那 薩怛 薩怛皤(342) ye ke citta sattva sattvā (若有)
眾生眾生發心(生心、起心)」，是沒有敦煌諸本、磧砂本等「印兔那 麼麼寫(三十二) (至此句依前稱弟子某人)」
這幾句，若依高麗本之句僅有「若有眾生 生心、起心」連下一句「惡心者、無慈心者」等等則比較容
易解讀，「若有眾生[於我] 生起[心]，惡心者、無慈心者」。 沙囉巴《白傘蓋陀羅尼經》於是處獨
立起段意譯：「若有眾生於我起毒害心者，起暴惡心者。」（T19, p. 403 a）。真智《白傘蓋總持經》
於是處亦獨立起段意譯：「凡有有情於我起憎嫌心等者，起暴惡心等者。」(T19, p. 405 c)。敦煌寫本P
3916《白蓋陀羅尼神咒經》作：「若有眾生於我生 (惡)心者，嗔怒心者」。是則整段文字就極通順清
楚矣。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阿地 目抧多迦
adhi-muktika
[處於]

(341)

384,

385,

386,

開寶梵本

du a ci ta

pā pa ci ta

rau dra ce □ 219

開寶校訂本

du a citta

pāpa citta

raudra citta

真言藏梵本

du a ci ttā (347)

pā pa ci ttā (348)

rau dra ci ttā (349)

播引跛質跢引

嘮引娜囉二合質哆引

vi dvai a ci ttā (350)

不空青龍本

訥瑟吒二合質跢引

房山不空本

訥瑟吒二合唧多(366)

播跛唧哆引

磧砂本

突瑟吒 質多(三十三)

[……]

[……]

高麗本

突瑟吒 質多(343)

[……]

澇持221囉 質多(344)

du a citta

pāpa citta

raudra-citta

惡心 者

罪惡心 者

暴惡心 者

(347)

(348)

嘮捺囉二合唧跢引

(367)

220

尾儞吠二合引沙質跢引 (350)

(349)

(368)

38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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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寶梵本

a mai tra ce ta

開寶校訂本

amaitra[ī] citta 			

真言藏梵本

a mai tra ci ttā (351) 222

utpāda yanti (352)

不空青龍本

阿昧引怛囉二合質哆引

嗚哆跛二合引娜演底(352) 枳引羅演底(353) 曼怛囉二合演底(354) 惹引半底(355) 粗罕底(356)

房山不空本

阿上每怛囉二合唧跢(369) [……]

磧砂本

阿末怛唎 質多(三十四)

[……]

高麗本

[……]

[……]

amaitra[ī] citta

utpāda yanti

無慈心 者

[……]

[……]

(351)

388,
開寶梵本

o ja hā rā
223

開寶校訂本

ojâhāra

真言藏梵本

ū jā hā rā (357)
224
引

kīla yanti

mantra yanti

jāpanti

johanti

389,

390,

391,

ga rbha ha ra

rū dhi rā ha rā

va sa ha ra

garbhâhāra

rudhirâhāra

vasâhāra

ga rbhā hā rā (358)

ru dhi rā hā rā (359)

va sā hā rā (363)

孽婆訶引囉引

嚕地囉引訶引囉引

不空青龍本

嗚

房山不空本

汙 賀引囉(370)

櫱婆去引賀引囉(371)

嚕地囉引賀引囉(372)

磧砂本

烏闍 訶囉(三十五)

伽婆 訶囉(三十六)

嚧地囉 訶囉(三十七)

婆娑 訶囉(三十八)

高麗本

烏闍 訶囉(345)

揭婆 訶囉(346)

嘮地囉 訶囉(347)

[……]

ojâhāra

garbhâhāra

rudhirâhāra

vasâhāra

食精氣 者

食胞胎 者

食血 者

食膏（脂） 者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惹引訶引囉引

kīla yanti (353) mantra yanti (354) jāpanti (355) johanti (356)

(357)

(358)

(359)

嚩娑引訶引囉引

(363)

嚩娑引賀引囉引 (373)

是處疑缺一字 「ta?」。
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句 350「vidvai a cittā」餘本均缺。vi-dve a citta憎恨心、嫉妒心。
「持」疑為「特」之寫誤。
在此句後 真言藏梵本有句352-356；不空青龍本有句352-356等各五句，餘本無。
ojas 精氣+ āhāra 食； oja-āhāra = ojâhāra ，以下類此。
「嗚」大正藏本誤作「鳴」。

			

392,		

開寶梵本

[……]

ma ja ha ra

ja ta ha ra

開寶校訂本

		

majjâhāra

jātâhāra

ma jjā hā rā (362)

jā tā hā rā (364)
惹跢引訶引囉(364)

[……]

sā hā rā (360)

me dā hā rā (361)

225

393,

真言藏梵本

ma

不空青龍本

芒上引娑引訶引囉(360)

咩引娜引訶引囉(361)

末惹訶引囉引

房山不空本

[……]

[……]

沫惹引賀引囉引

磧砂本

[……]

[……]

摩闍 訶囉(三十九)

闍多 訶囉(四十)

高麗本

芒娑訶囉(348)

[……]

摩社 訶囉(349)

社多 訶囉(350)

mā sâhārā

medâhāra

majjâhāra

jātâhāra

食肉 者

食脂 者

食髓 者

食[初]生 者

394,

395,				

開寶梵本

ji vi ta ha ra

ma ryi 226 ha ra

開寶校訂本

jīvitâhāra

mālyâhāra

真言藏梵本

jī vi tā hā rā (365)

ma lyā 227 hā rā (366)

不空青龍本

爾引尾跢引訶囉引

(365)

末略里也反 引 訶引囉引

(376)

沫哩野二合引 賀引囉引 (377)

(362)
(374)

惹引跢引賀引囉引 (375)

[……]

va lyā hā rā (367)
(366)

嚩略引 訶引囉引 (367)

尒引尾跢引賀囉引

視毖多 訶囉(三百四十一) [……]

[……]
跋略夜 訶囉(四十二)

高麗本

視微多 訶囉(351)

[……]

皤略耶 訶囉(352)

jīvitâhāra

mālyâhāra

baliyâ 228 hāra

奪食壽命 者

食華鬘 者

食施食 者

396,

397,

398,

開寶梵本

ga ndhā ha ra

pu śpa ha ra

pha la ha ra

開寶校訂本

gandhâhāra

pu pâhāra

phalâhāra

真言藏梵本

ga ndhā hā rā (368)

pu pā hā rā (369)

pha lā hā rā (370)

不空青龍本

巘馱引 訶囉引 (368)

補瑟波二合 訶囉引 (369)

頗攞引 訶引囉引 (370)

房山不空本

彥上䭾引 賀引囉引 (378)

補澁播二合 賀引囉引 (379)

頗攞引 賀引囉引 (380)

磧砂本

乾陀 訶囉(四十三)

布史波 訶囉(四十四)

頗囉 訶囉(四十五)

高麗本

健陁 訶囉(353)

布瑟波 訶囉(354)

破囉 訶囉(355)

gandhâhāra

pu pâhāra

phalâhāra

食香氣 者

食華 者

食果 者

225 真言藏梵本句360, 361，不空青龍本句360, 361等二句，餘本缺。
226 開寶梵本ma ryi 疑應是malyā，此與房山不空本：「沫哩野二合引」音相符。校訂本據房山不空本、真言
藏梵本改。
227 mālya華鬘。
228 bali奉獻物、施食。

79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房山不空本
磧砂本

399,

400,

401,		

402,

開寶梵本

sa syā ha ra

pā pa ci tā

du a ci ta 		

rau dra ci ta

開寶校訂本

śasyâhāra

pāpa citta

du a citta 		

raudra citta

真言藏梵本

sa syā hā rā (371)

pā pa ci ttā (372)

du a ci ttā (373) 		

不空青龍本

薩寫引 訶引囉引

房山不空本

薩冩引 賀引囉引

(371)

播引跛 質跢引

(381)

播跛 唧跢引

(372)

(382)

229

努瑟吒二合

質跢引

(373)

[……]

訥瑟吒二合

唧跢引

(383)

嘮引捺囉二合 唧跢

質多(四十八)

磧砂本

婆 寫 訶囉(四十六) 般波 質多(四十七)

突瑟吒

高麗本

薩寫 訶囉(356)

波波 質多

śasyâhāra
食穀 者

(384)

嘮陀囉

質多(四十九)

突瑟吒知諫反 質多(357)

嘮陁羅

質多(358) 陁囉 質多230

pāpa citta

du a citta 		

raudra-citta 		

dara-citta

罪惡心 者

惡心 者 		

暴惡心 者		

恐懼心

			

403,

開寶梵本

ya k a gra ha

[……]

[……]

yak a grahā

開寶校訂本			

80

[……]

231

真言藏梵本

de va gra hā (374)

na ga gra hā (375)

不空青龍本

泥嚩 孽囉二合訶引(374)

曩引誐 孽囉二合訶引 (375)

ya k a gra hā (376)
藥乞叉二合 孽囉二合訶引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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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不空本

[……]

[……]

藥乞灑二合 屹囉二合賀(385)

磧砂本

[……]

[……]

藥叉 揭囉訶(五十)

高麗本

[……]

[……]

藥叉 揭囉訶(359)

deva grahā

naga grahā

yak a grahā

天 魅

龍 魅

藥叉 魅

404,
開寶梵本

ra k a sa gra ha

開寶校訂本

rāk asa grahā

真言藏梵本

rā k a sa gra hā (377)

不空青龍本

囉引乞剎二合娑

[……]

囉二合訶引

a su ra gra hā (378) ga ru a gra hā (379) ki nda ra gra hā (380) ma ho ra ga gra hā (381) 232
(377)

		

阿素囉 孽囉二合訶引

(378)

囉二合訶(380) 麼護引囉誐

房山不空本

囉引乞灑二合娑 屹囉二合賀(386)

[……]

磧砂本

囉剎娑 揭囉訶(三百五十一)

[……]

高麗本

囉剎娑 揭囉訶(360)

[……]

嚕拏

囉二合訶引

囉二合訶引

(379)

緊娜囉引

(381)

rāk asa grahā
羅剎 魅

229 磧砂本「婆」，應為「娑」。
230 高麗本「陁囉質多dara-citta (恐懼心)」開寶梵本、房山不空本、真言藏梵本、磧砂本無。
231 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句374, 375 「deva grahā naga grahā」 開寶梵本、房山不空本、磧砂本及高
麗本缺。沙囉巴《白傘蓋陀羅尼經》於相約處有：「天魅眾，龍魅眾。」(T19, p. 403 a)；真智《白傘蓋總持
經》有：「所有天魔等，龍魔等。」(T19, p. 406 a) 。
232 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句378-381等各四句 開寶梵本、房山不空本、磧砂本及高麗本無。

405,

406,

407,

開寶梵本

p ta gra ha

bhi śa ca gra ha

bhu ta gra ha

開寶校訂本

preta grahā

piśāca grahā

bhūta grahā

真言藏梵本

pre ta gra hā (382)

pi śā ca gra hā (383)

bhū ta gra hā (384)

不空青龍本

畢囇二合多

房山不空本

畢

磧砂本
高麗本

囉二合訶引

(382)

二合多 屹囉二合賀(387)

比舍引者

囉二合訶引

部 引多

(383)

囉二合訶引

(384)

比舎左 屹囉二合賀(388)

部引多 屹囉二合賀(389)

閉 多 揭囉訶(五十二)

毗舍遮 揭囉訶(五十三)

部多 揭囉訶(五十四)

閉囇多 揭囉訶

毗舍遮 揭囉訶(361)

部多 揭囉訶(362)

preta grahā

piśāca grahā

bhūta grahā

餓鬼 魅

食屍肉鬼 魅

部多(鬼) 魅

			

408,

開寶梵本

ku mbha

[……]

[……]

kumbhā

開寶校訂本			
真言藏梵本

pū ta na gra hā (385)

ka a pū ta na gra hā (386)

不空青龍本

布單曩

迦上吒布引單曩

囉二合訶引(385)

233

囉二合訶引 (386)

a gra ha
a grahā

ku mbhā

a gra hā (387)

鳩去盤引拏

囉二合訶引 (387)

房山不空本

[……]

[……]

禁俱 畔拏 屹囉二合賀(390)

磧砂本

[……]

[……]

鳩槃茶 揭囉訶(五十五)

高麗本

[……]

[……]

鳩槃茶 揭囉訶(363)

ka a-pūtana grahā

臭鬼 魅

極臭鬼 魅

kumbhā

瓮形鬼 魅

409,

410,

411,

開寶梵本

ska nda gra ha

o tmā da gra ha

ccha ya gra ha

開寶校訂本

skanda grahā

utmāda grahā

cchāyā grahā

真言藏梵本

ska nda gra hā (388)

u nmā da gra hā (389)

cchā yā gra hā (390)

不空青龍本

塞建二合拏

嗢莽引娜

車去引耶引

房山不空本

塞蹇二合娜 屹囉二合賀(391)

嗢怛麼二合引娜 屹囉二合賀(392)

磧砂本

悉乾陀 揭囉訶(五十六)

烏怛摩陀 揭囉訶(五十七)

車夜 揭囉訶(五十八)

高麗本

塞健陁 揭囉訶(364)

烏怛摩陁 揭囉訶(365)

車夜 揭囉訶(366)

skanda grahā

unmāda grahā

cchāyā grahā

作瘦鬼 魅

作(令)顛狂鬼 魅

陰影鬼 魅

囉二合訶引

(388)

81

a grahā

囉二合訶(389)

囉二合訶引

(390)

蹉引野 屹囉二合賀(393)

233 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句385, 386 等各二句 開寶梵本、房山不空本、磧砂本及高麗本無。
234 以上二句依真言藏梵本。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pūtana grahā

234

412,

413,

開寶梵本

a pa sma ra gra ha

a ka a ki ni gra ha

開寶校訂本

apa-smāra grahā

āka ākinī grahā

真言藏梵本

a pa smā rā gra hā (391)

ā ka ā ki nī gra hā (392)

不空青龍本

阿跛娑莽二合囉引孽囉二合訶引 (391)

房山不空本

阿上鉢娑麼二合引囉 屹囉二合賀(394)

拏引迦

拏枳

磧砂本

阿播薩摩囉 揭囉訶(五十九)

宅袪革

茶耆尼 揭囉訶(六十)

高麗本

阿波娑摩囉 揭囉訶(367)

侘坼阿反 上 長平呼迦 茶祁尼 揭囉訶(368)

拏去引迦

拏去枳儞引 孽囉二合訶引
引

(392)

屹囉二合賀(395)

āka ākinī grahā

apa-smāra grahā
顛狂作忘(令失憶)鬼 魅

荼加[鬼] 食人肉女鬼 魅

414,

415,

416,

開寶梵本

li va ti gra ha

ja mi ka gra ha

śā ku ni gra ha

開寶校訂本

revatī grahā

jāmika grahā

śakuni grahā

真言藏梵本

re va ti gra hā (393)

jā mi kā gra hā (394)

śa ku ni gra hā (395)

不空青龍本

囇引嚩底 孽囉二合訶引

惹引弭迦上引 孽囉二合訶引

鑠俱儞 孽囉二合訶引

房山不空本
磧砂本
高麗本

82

(393)

引嚩底 屹囉二合賀(396)

唎佛帝 揭囉訶(三百六十一)
婆底 揭囉訶(369)

(394)

爍矩

闍彌迦 揭囉訶(六十二)

舍俱尼 揭囉訶(六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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闍弭迦 揭囉訶(370)

舍俱尼 揭囉訶(371)

revatī-grahā

jāmika grahā

śakuni-grahā

腹行[鬼] 魅

闍彌迦 魅

舍俱尼 魅

418,		
ha du

ma tra na de ka gra ha

開寶校訂本

māt

真言藏梵本

[……]

na ndī kā gra hā (396)

不空青龍本

[……]

難上儞迦 孽囉二合訶引 (396) 藍尾迦 孽囉二合訶引

房山不空本

滿怛囉二合 難上你泥以迦屹囉二合賀(399) 覧尾迦 屹囉二合賀(400)

磧砂本

姥陀囉 難地迦 揭囉訶(六十四)

238

nandika grahā

240

漫怛囉 難提迦

揭囉訶(372)

ra

vi kā gra ha

開寶梵本

ra vika grahā 		
la

vi ka gra hā (397)		
(397)		

賀弩

(395)

屹囉二合賀(398)

惹弭迦 屹囉二合賀(397)

417,

高麗本

235

419,
236

ka ha gra ha 237 pa e gra ha
ka hapā i grahā
ka

ha pā i gra hā (398)

建上吒播引抳 孽囉二合訶引

阿藍婆239 揭囉訶(六十五)		

乾度波尼 揭囉訶(六十六)

阿藍皤 揭囉訶(373)

建度波尼 揭囉訶(374)

訶奴

(398)

建姹播引抳 屹囉二合賀(401)

māt nandika grahā

ālamba grahā 		

ka hapā i grahā

歡喜母 魅

阿藍婆 魅		

建上吒播引抳 魅

235 śakuni [巨]禽鳥。śakuni-grahā 引起兒童生病的惡鬼之名，十五鬼神之一。[經文]：禽魅。
236 開寶梵本：hadu，僅房山不空本：「賀弩」、高麗本：「訶奴」對應之。餘本皆無。於中未審其義。
「賀弩、訶奴 hanu」，頰、頷。
237 此 graha 疑衍，ka ha graha pa e graha 應為 ka ha pa e graha，房山不空本：「建姹播引抳 屹囉二合賀
(ka hapā i grahā )」，為惱害小兒十五鬼神之一。
238 開寶梵本：ma tra，房山不空本作「滿怛囉二合」，高麗本作：「漫怛囉」可能是一類，其他的如磧砂本
作「姥陀囉」(Rudra暴惡) 是一類，真言藏梵本及不空青龍本沒有這個詞彙。房山不空本：「滿怛囉二
合 難上你泥以迦」是為 māt nandika (歡喜母) 歟。
239 阿藍婆，或是夜叉之名，見《孔雀王咒經》(T19, p. 451 a)；或是障諸小兒十五鬼神之一，見《護諸童子陀羅
尼經》(T19, p. 741 c)。
240 高麗本「漫怛囉 難提迦」是為 māt nandika (歡喜母) 歟。「漫」亦可能為寫誤。 nandika 歡喜。

420,

421,

422,

開寶梵本

jva rā e ka he ka

dvai tī ya ka

sa 241 trai ti ya ka

開寶校訂本

jvarā ekāhikā

dvaitīyakā

真言藏梵本

jva lā e kā hi kā (399)

dvai ti ya kā (400)		
迦引

242

traitīyakā
tre ni ya kā (401)

不空青龍本

入嚩二合囉 翳迦引

房山不空本

入嚩二合囉 曀迦呬迦(402)

你吠二合引底野迦(403)

磧砂本

什伐囉 堙迦醯迦(六十七)

墜帝藥迦(六十八) 		

怛隷帝藥迦(六十九)

高麗本

什入音皤囉 翳迦醯迦

德吠底迦(375)		

帝哩帝藥迦

jvarā ekāhikā

dvaitīyakā 		

traitīyakā

熱病

二日熱病		

三日熱病

儞

(399)

一日熱病

423,

二合引

底也迦引

sa

424,
243

jva ra

(400)

		
娑

底

二合引

怛

三合底引野迦(404)

底也迦引

(401)

425,

426,

vi a ma jva rā

va ti kā

vi ama jvarā

vātikā

vi a ma jva rā (404)

vā ti kā (405)

開寶梵本

ca tu rthā ka

ni tya

開寶校訂本

caturthakā

nitya- jvarā

真言藏梵本

ca tu rtha kā (402)

ni tyā jva rā

不空青龍本

者引咄他上迦引

儞底耶二合入嚩二合囉引

房山不空本

拶咄他迦(405)

尾灑麼引 入嚩二合囉(407)

嚩底迦引

磧砂本

者突託迦(七十)

昵提 什伐囉

毖釤摩 什伐囉(三百七十一)

薄底迦(七十二)

高麗本

折咄 他迦(376)

眤底夜 什皤囉(377)

毗沙摩 什皤囉(378)

皤底迦

caturthakā

nitya- jvarā

vi ama- jvarā

vātikā

四日熱病

常

無盡 熱病

風病

(402)

(403)

底野二合入嚩二合囉引

(403)
(406)

(404)

嚩引底迦引

(405)

427,

428,

429,

430,

開寶梵本

pai ti ka

śre me ka

sa ni pa ti ka

sa rva jva ra

開寶校訂本

paittikā

ślai mikā

sā nipātikā

sarva jvarā

真言藏梵本

pai tti kā (406)

śle mi kā (407)

sa ndi pa ti kā (408)

sa rva jva rā (409)

不空青龍本

背引底迦引

始

二合引

散儞跛底迦引

薩嚩 入嚩二合囉引

房山不空本

背底迦(408)

始㘑

二合

磧砂本

鼻底迦(七十三)

室隷瑟蜜迦(七十四)

娑你般帝迦(七十五)

薩婆 什伐囉(七十六)

高麗本

背底迦(379)

室禮瑟弥迦(380)

娑你波底迦(381)

薩皤 什皤囉(382)

paittikā

ślai mikā

sā nipātikā

sarva jvarā

黃膽病

241
242
243
244

(406)

痰癊病

參彌二合迦引

澁弭二合迦(409)

(407)

散

(408)

跛底迦(410)

和合病

244

開寶梵本sa，房山不空本：「娑」與之一致，餘本皆無。
每兩天復發的熱(發燒)病。
tya此字上半部拓印得不清楚。
sā nipātika [和合病]，混合、合併；因(身體血液、黏液等)不調所產生的病。

83

(409)

薩嚩 入嚩二合囉(411)

一切 熱病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熱病

尾沙摩 入嚩二合囉引

431,

432,

開寶梵本

śe rū rti

a rthā va bhi da ka

a rū ca ka

a k a 245 rū ga

開寶校訂本

śiro’rti 246

ardhâva-bhedaka

arocaka 247

ak i roga

真言藏梵本

śi ro rtti (410)

a rdhā va

a ro ca ka (412)

a k i ro ga

不空青龍本

始嚕引 底二合 (410)

阿上囉馱二合嚩

阿嚧引者迦上 (412)

阿乞史二合 嚧引儼(413)

房山不空本

始嚕引 底二合

磧砂本

室嚧吉帝(七十七)

高麗本

開寶梵本

249
(383)

434,

bhe dha ka (411)
馱迦(411)

引

遏囉䭾二合嚩

陛娜迦(413)

末陀

鞞達

阿羅陁

阿上嚧引左迦(414)

皤帝(384)
250

		

嚧鉗(七十九)

[……]

阿乞史

嚧劍(385)

[a]rocakin

ak i roga

飲食不振

眼 病

頭痛

半[頭]痛

435,

436,

437,

mu kha ro ga

h dro ru ga

ga la gra ha

h droga

mukha roga

真言藏梵本

mu kha ro ga

不空青龍本

目佉 嚧引儼(414)

gala-graha

438,
ka r a śu la
251

kar a śūla

[……]

ka r ū śū la

喝唎二合訥嚧去儼(415)

[……]

羯囉拏二合 輸藍252

穆佉 嚧引儼(417)

紇哩二合訥嚕二合引儼(418)

誐攞 屹囉二合憾(419)

羯喇拏二合 戍引藍上 (420)

磧砂本

目佉 嚧鉗(八十)

羯唎突嚧鉗(三百八十一)

揭囉訶 揭藍(八十二)

羯拏 輸藍(八十三)

高麗本

目佉 嚧鉗(386)

羯唎突嚧鉗(387)

羯囉訶 輸藍(388)

羯拏 輸藍(389)

mukha roga

h d-roga

gala-graha

kar a śūla

口 病

心藏 病

咽喉抽搐 [病]

耳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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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414)

曩娑 嚧引儼(416)

h d ro ga

(413)

阿綺

ardha-bhedâ

(偏頭痛)

248

乞史二合 嚕引儼(415)

嚧制劍(七十八)

śiro’rti

開寶校訂本

房山不空本

84

室嚕 喝囉底

(412)

433,

(415)

(416)
(416)

253

k a此字開寶梵本拓印得不清楚。
śiro-ruj ; śiro’rti ; śiro’bhitāpa 頭痛。開寶梵本：śe[i]rū[o]rti = śiro’rti，房山不空本：「始嚕引㗚底二合」。
a-rocaka, arocakin無食欲，不能引起食慾。 高麗本缺。此詞與前一詞併合應作：ardha-bhedârocaka。
roga 病，痛，疾疫，患。
高麗本「室嚕 喝囉底」śiro-arti，śira 頭，arti [=ārti] 痛。[經文 śiro-arti]。
ardha一半； bheda, bhedaka 撕裂，破壞。ava-bheda 傷。
gala 喉，gala-graha 咽喉抽搐[病]。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缺。
房山不空本：「戍引藍上」，不空青龍本、磧砂本、高麗本：「輸藍」 śūla ，śūla (Śiva的) 長矛，鐵
叉，劇列的疼痛，痛惱。
253 房山不空本多了一句 (416)：「曩娑 嚧引儼」(nāsā roga ) 鼻病。

439,
開寶梵本

nā ta śu la
254

開寶校訂本

danta śūla

真言藏梵本

da nda śū la

440,

441,

442,

h da ya śu la

ma rma śu la

pa ra śva śu la

h daya śūla

marma śūla

pārśva śūla

h da ya śū la

(417)

ma rma śū la

(418)

(419)

pā rā śva śū la

(420)

不空青龍本

難上多 輸藍(417)

訖哩二合娜耶 輸藍(418)

末轉聲麼 輸藍(419)

播引囉尸嚩二合 輸藍(420)

房山不空本

難上多上 戍引藍上

紇

沫轉舌麼 戍藍上

播引囉濕嚩二合 戍引藍上(424)

磧砂本

憚多 輸藍(八十四)

迄唎夜 輸藍(八十五)

末麼 輸藍(八十六)

跋唎室婆 輸藍(八十七)

高麗本

檀多 輸藍(390)

頡哩馱耶 輸藍(391)

末摩 輸藍

跋囉 婆 輸藍(393)

danta śūla

h daya śūla

marma śūla

pārśva śūla

牙齒 痛

心[絞] 痛

關節 痛

肋 痛

444,

445,

446,

u da ra śu la

ka ī śu la

va stī śu la

udara śūla

ka i śūla

vasti śūla

(421)

二合乃野 戍引藍上

443,
ha śu la

(422)

(423)

盧鉗反(392)

開寶梵本

p

開寶校訂本

p

真言藏梵本

pa ri i śu la

不空青龍本

鉢哩二合瑟咤二合 輸藍(421)

房山不空本

鉢哩二合瑟姹二合戍引藍上 (425) 鄔娜囉 戍引藍上 (426)

建上致上 戍引藍上 (427) 嚩悉底二合 戍引藍上 (428)

磧砂本

毖栗瑟吒 輸藍(八十八)

烏陀囉 輸藍(八十九)

羯知 輸藍(九十)

跋悉帝 輸藍(三百九十一)

高麗本

背哩瑟吒 輸藍(394)

烏馱囉 輸藍

羶知 輸藍(396)

跛悉帝 輸藍(397)

udara śūla

ka i śūla

vasti śūla

腹 痛

腰 痛

密[隱]處 痛

u da ra śu la

(421)

ka i śu la

(422)

嗚娜囉 輸藍(422)

ha śūla

背 痛

(423)

迦智纈里反 輸藍(423)

盧鉗反 (395)

va sti śū la

(424)

嚩無橙反娑底二合 輸藍(424)

447,

448,

449,

450,

開寶梵本

u ru śu la

ja

ha sta śu la

pa da śu la

開寶校訂本

ūru śūla

ja gha śūla

hasta śūla

pāda śūla

真言藏梵本

ū rū śū la

不空青龍本

嗚引嚧引 輸藍(425)

房山不空本

塢引嚕 戍引藍上

磧砂本

鄔嚧

常伽 輸藍(九十三)

喝悉多 輸藍(九十四)

跋陀 輸藍(九十五)

高麗本

鄔上嚧 輸藍(398)

常伽 輸藍(399)

喝薩多 輸藍(400)

波陁 輸藍(401)

ūru śūla

ja gha śūla

hasta śūla

pāda śūla

腿髀 痛

脛 痛

手 痛

腳 痛

ja

(425)

(429)

輸藍(九十二)

gha śu la

gha śū la

(426)

ha sta śū la

pā da śū la

(427)

(428)

穰上伽 輸藍(426)

賀娑多二合 輸藍(427)

播引娜 輸藍

穰引伽去戍藍上

賀娑多二合戍引藍上

播引娜 戍藍上 (432)

(430)

(431)

(428)

254 開寶梵本：「nāta śula 」，房山不空本音譯同：「難上多上 戍引藍上」，惟nāta śula 難得其解，最接近
的音是不空青龍本：「難上多 輸藍」，真言藏梵本作：「danta śūla 」，磧砂本：「憚多 輸藍」，高
麗本：「檀多 輸藍」亦接近，故暫以之代。

85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p

ha śūla

451,
開寶梵本

452,

sa vya ga pra ti

ga śu la
255

開寶校訂本

sarvâ ga pratya ga

真言藏梵本

sa rvā ga pra tyu ga śū la

不空青龍本

薩罔引誐 鉢囉二合底孕二合誐 輸藍(429)

房山不空本

薩

磧砂本

娑房 盎伽 般囉丈伽 輸藍(九十六)

高麗本

無肯

256

[…]

śūla
(429)

誐 鉢囉二合底孕二合誐 戍藍上

86

bhu ta ve ta a

a ka a ke ni jva ra

bhūta vetā a

āka ākinī jvara

bhū ta ve tā a (430)

ā kā a ki nī jva ra (431)

步引哆 吠引跢引拏(430) 拏引迦 拏枳儞引
(433)

頞伽 鉢囉登 輸藍(402)

部引多 吠引跢引拏(434) 拏引迦 拏引枳

[…] 茶枳(呼哽反)上尼(404) 什皤囉

ū

什婆囉(九十八)

ākinī jvara 257

部多[鬼] 起尸鬼

258

入嚩二合囉(436)

部多 吠怛茶(403)

一切肢節 肢體 痛

a

引(435)

[…] 茶耆尼

bhūta vetā a

da drū ka

入嚩二合囉(431)

部多 毖跢茶(九十七)

sarvâ ga-pratya ga śūla

454, 		
開寶梵本

453,

食人肉女鬼[所引起之]疫癘

455,		

456,

ki i bha lu ta

vai sa rpa

lo ha li ga

vaisarpa

loha-li ga

ki i bha lo tā (433)

vai sa rpa

lo hā li ga (434)

枳智准上婆 魯引哆(433)

吠引薩跛

魯去引訶 陵上誐(434)
虜賀引 陵上誐(439)

ki ibha lūt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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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寶校訂本

dadrū ka

真言藏梵本

da drū ka n yū (432)

不空青龍本

娜訥嚧二合 建紉去引

房山不空本

捺訥嚕二合 建引怒尼固

枳致上婆去 路引多

吠引(438)薩轉舌跛

磧砂本

陀突嚧迦 建咄嚧

吉知婆

路多

毗(九十九)260 薩般 嚧訶 凌伽(四百)

高麗本

陁突盧

建紐(405)

吉知婆

路多(406)

吠薩囉波

嚕訶 凌里孕反伽(407)

dadru

ka

ki ibha

lūtā

vaisarpa

loha-li ga

癩瘡

疥癬

痘疹

蜘蛛[瘡]

火瘡

疔瘡

開寶梵本

(432)
(437)

u

457, 		

458,

śu a tra sa ga rā

vi a yo ga

261

開寶校訂本

śo a trāsa

真言藏梵本

śo a

trā sa ga ra (435)

vi a yo ga (436)

不空青龍本

輸引沙

怛囉二合引娑上 誐囉(435)

尾灑

房山不空本

戍引灑

怛囉二合(440)娑 誐囉

尾灑

磧砂本

輸沙

怛囉娑那 羯囉(四百一)

毗沙

喻迦(二)

高麗本

輸沙

多引囉娑那 迦囉

毗沙

喻迦上坎

śo a

trasana gara

vi a

yoga

痟渴乾枯

佈畏[病] 諸毒

毒藥

魘禱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gara

vi a yoga

瑜引誐(436)
引

誐(441)

(408)

sarvâ ga = sarva-a ga。 a ga 肢節、手足。 pratya ga 肢體。
高麗本無「娑房 sarva (一切)」一詞。
jvara 熱、熱惱、發燒，疫癘、瘟疫。
dadru, dadrū皮膚發疹（的一種），瘡。 ka u, ka ū 疥癬。
lūtā 蜘蛛[瘡]，一種皮膚病。
此處磧砂本斷句疑有誤，斷句應在「路多」之後。「毗薩般 vaisarpa」應作一詞。惟房山不空本亦是一
樣的斷句，但後繼之「吠引薩轉舌跛」的是vaisarpa 的音寫。vaisarpa, loha-li ga《翻譯名義集》分別譯作
「火瘡，疔瘡」。
261 trāsa, trasana 驚懼，怖畏，恐怖。

459,					
262

460,

ve ra ka ta rā 			

a ka la

m tyo

開寶梵本

a gni u da ka pa ra

開寶校訂本

agni udaka para vaira kāntāra 			

akāla m tyu

真言藏梵本

a gni

不空青龍本
房山不空本
磧砂本
高麗本

u da ka

ma ra

ve ra

kā nta ra (437)

a kā lā m tyu (438)

阿 儞二合

嗚娜迦

末囉

吠 引囉

建去引跢囉(437)

阿迦引羅 沒哩二合底庾二合(438)

阿上儗

塢娜迦(442)

跛囉

吠引囉

建引跢引囉(443)

阿迦引藍上沒

阿耆尼

烏陀迦(三)

末囉

鞞囉

建跢囉(四)

阿迦囉 蜜唎咄

阿祁尼

烏陁迦

摩囉

吠囉

建多囉(409)

阿迦囉 蜜

二合

agni

udaka

māra

vaira

kāntāra

akāla m tyu

火

水

瘟疫

怨敵

曠野險路

非時 橫死

461,			

底

二合

二合

駐(410)

462,

trai mu ka

trai la a 263 ka

v ści ka

sa rpa 264

開寶校訂本

trai-muka

trai-lā aka 265

v ścika

sarpa

真言藏梵本

trai mu ka

trai lā a ka

v ści ka(439)

sa rpa (440)

不空青龍本

帝囇二合目迦

帝

二合引攞引吒迦

沒哩二合始止二合迦(439)

薩跛(440)

房山不空本

怛喇二合引穆迦(445)

怛

二合引

勿㗚二合室止二合迦(447)

薩轉舌跛

磧砂本

怛斂部迦(五)

地栗剌吒(六)

毖唎瑟質迦(七)

薩婆

高麗本

怛囇部迦

地哩囉吒

毗失脂迦(411)

薩囉波(412)

try-ambuka

trai-lā a

v ścika

sarpa

土蜂

馬蜂

蠍

蛇

開寶梵本

463,

464,

na ku la

si

gha
266

465,

466,

467,

vya ghra

ri k a

ta ra k u

vyāghra

ka

tarak u

87

開寶校訂本

nakula

si gha

真言藏梵本

na ku la (441)

sī

vyā ghra (443)

ri k a (444)

ta ra ri k a

不空青龍本

曩俱羅(441)

思孕二合引賀(442)

尾也二合引伽囉二合

(443)

哩乞沙二合

(444)

哆囉哩乞沙二合 遮(445)

房山不空本

曩矩攞(448)

僧星孕伽

尾野二合引竭囉二合

(449)

哩乞灑二合

(450)

磧砂本

那俱囉(八)

肆 引伽

弊揭囉

唎藥叉

怛囉芻(九)

高麗本

那俱囉(413)

僧思孕反伽(414)

吠也揭囉(415)

怛乞叉(416)

怛囉乞叉

nakula

si ha

vyāghra

鼠狼

hā (442)

師子

268

虎

ka
熊羆

267

ca (445)

多囉乞茤二合

tarak u

ca

269

及

豺狼

262 開寶梵本作「para」，與房山不空本音寫：「跛囉」同，意云仇敵，敵害。 餘本作「māra」(末囉 或
摩囉) 意云瘟疫，障害，破壞。悉曇梵文pa, ma 兩字形極相似。校訂本保留原文及依房山不空本。真言
藏梵本作「mara」。
263 開寶梵本此 a字模糊。
264 開寶梵本此 rpa 似 rma。
265 trai-lā a 馬蜂。高麗本、磧砂本作「地哩囉吒」。又前此二名，真智《白傘蓋總持經》音譯作：「嘚哩二
合麻布割蟲，嘚哩辣怛蟲」(T19, p. 406 a)。
266 開寶梵本：si gha、房山不空本、磧砂本、高麗本皆音譯作：「僧星孕伽」；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
作：「sī hā 思孕二合引賀」。高麗本小註釋義作：「師子」。暫保存開寶梵本原樣，以俟進一步研究。
267 房山不空本句號450刻本上誤作「三十」。
268 《翻譯名義集》作「豹」。
269 《翻譯名義集》作「熊」。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開寶梵本

攞吒迦(446)

二合 (444)

468, 		

469,

開寶梵本

m ga svā 		

pa ra270 ji va

開寶校訂本

m ga

真言藏梵本

[……]		

svā 271

para-jīva 272
ma ra jī vi bhe (446)
末囉 爾引尾鞞(446)

不空青龍本

[……]		

房山不空本

沒哩二合誐(451)

磧砂本

[……]		

末囉 視吠

高麗本

[……]		

末囉 視皤

m ga

māra-jīva

娑嚩二合

跛囉 尒嚩

svā

猛獸		

88

(452)

害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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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

471,

472,

473,

開寶梵本

te sā

sa rve sa

si tta ta pa tra

ma ha va jro

開寶校訂本

te ā

sarve ā

sitātapatra

mahā vajro ī a

真言藏梵本

te ā

ma hā va jro

不空青龍本

帝引衫引

房山不空本

帝釤引

薩吠釤(453)

悉跢多鉢怛囕二合

磧砂本

帝釤

娑鞞釤(十)

悉怛多鉢怛囉(四百十一)

高麗本

帝衫(417) 273

薩毗衫 薩毗衫(418) 悉怛多鉢怛囉(419)

摩訶 跋折嚕(420)瑟尼衫

te ā

sarve ā

sitātapatra[ ]

mahā vajro ī a

如是

一切此等

白傘蓋尊

大 金剛頂髻尊

(447)
(447)

sa rve ā

(448)

si tā ta pa tra (449)

薩吠引衫引

(448)

悉跢上引多鉢怛囉二合

(449)

(454)

ī sa

ī a

(450)

摩訶引 嚩日嚕二合引嗚瑟膩二合引衫(450)
摩賀引 嚩日嚧二合瑟抳二合引釤(455)
摩訶 跋闍嚧瑟尼釤(十二)

474,

475,

開寶梵本

ma ha pra tya ge ra

ya va dva da śa yu ja nā

[a]bhya

開寶校訂本

mahā pratya girā

yāvad dvādaśa yojanâ-

[ā]bhyantare a 274

真言藏梵本

ma hā pra tyu gi ra

yā va dvā da śa yo ja nā

bhyā nta re a (452)

不空青龍本

摩訶引鉢囉二合底孕二合 藍(451)

夜引嚩 娜嚩二合引娜捨 瑜引惹曩引

便多囇引拏(452)

房山不空本

摩賀引鉢囉二合底孕二合儗

夜嚩 納嚩二合娜捨

辮去怛 拏(457)

磧砂本

摩訶 般賴丈耆藍(十三)

夜波突 陀舍 喻闍那(十四)

辮怛隷拏(十五)

高麗本

摩訶 鉢囉登祁藍(421)

夜婆埵 陁舍 喻社那(422)

便怛囇拏

mahā pratya girā

yāvad dvādaśa yojanâ-

[ā]bhy-antare a

大 遍能調伏尊

乃至

(451)

(456)

惹引曩引

十二 喻闍那

(由旬)

nta re a

內

270 開寶梵本作「para」，與房山不空本：「跛囉」同，意云仇敵、敵害。餘本皆作「māra」(末囉)，意云
殺害。
271 開寶梵本：「m ga svā」及房山不空本：「沒哩二合誐五十一 娑嚩二合」是一句獨有的句子，m ga 意云猛
獸。svā 未審其義。房山不空本在「沒哩二合誐」後斷句，是則「娑嚩二合」應屬下一詞。愚意以為「娑
嚩二合」（sarva）應結合下一詞謂：「一切」歟。校訂本暫依原梵本不動。
272 見上註262。 māra 障害。 jīva 命，壽命。
273 此處高麗本斷句有誤，斷句(句號417)應在「帝衫」之前。句418重出。句號420應於「瑟尼衫」之後。
274 yojanâbhyāntare a = yojana+ābhy-antare a ( ābhy-antara 內的，ā-bhyantara 內 )。

476,		

477,

開寶梵本

sī ma mā ndha

275

開寶校訂本

sīmā bandha

karomi		

真言藏梵本

sā ma ba ndha

不空青龍本

衫去引莽引 滿鄧

房山不空本

枲星異麼引

磧砂本

[……]		

[……]

高麗本

[……]		

[……]

sīmā-bandha

karomi		

diśa bandha

作		

諸方 結縛

結界

開寶梵本

ka rū mi
ka ro mi (453)

276

(我)

de śa mā ndha ka rū mi
diśā bandha

滿鄧

karomi

di śā ba ndha

ka ro mi (454)

迦上嚕上引弭(453)

儞泥以反捨引 滿鄧

迦嚧弭(458)

你泥以捨 滿鄧

478,

479,

pa ra vi dyā mā ndha ka rū mi

te jo mā ndha ka rū mi

karomi

tejo

278

bandha

迦上嚕引弭(454)
迦嚧引弭(459)

karomi 277
(我)

作

[……]

karomi

開寶校訂本

para vidyā bandha

真言藏梵本

pa ra vi dya ba ndha

不空青龍本

跛囉尾儞也二合引 滿鄧 伽上嚕引弭(455) 帝引殊祖嚕反 滿鄧 迦上嚕弭(456) [……]

房山不空本

播引囉尾你也二合 滿鄧 迦嚧引弭(460)

帝引乳引

磧砂本

般囉 毗陀 槃曇 迦嚧彌(十八)

帝殊 槃曇 迦嚧彌(十七)

毗陀耶 槃曇 迦嚧彌(十六)279

高麗本

波囉 微地也途迦反 畔陁 迦嚧弥(425)
para vidyā bandha

te jo ba ndha

ka ro mi (456)

滿鄧 迦嚕弭(461)

[……]

[……]

帝殊 畔陁 迦居那反嚧弥(424)

毗入聲地夜 畔馱 迦嚧弥(423)

karomi

tejo bandha

vidyā bandha

作

威神 結縛

(我)

karomi
(我)

作

明咒

480,

481,

開寶梵本

ha sta mā ndha ka rū mi

pa la 280 da mā ndha ka rū mi

開寶校訂本

hasta bandha

karomi
ka ro mi (457)

pāda bandha

karomi

pā da ba ndha

ka ro mi (458)

真言藏梵本

ha stā ba ndha

不空青龍本

賀娑哆二合 滿鄧 迦上嚕引弭(457)

播引娜 滿鄧 迦嚕弭(458)

房山不空本

賀娑多二合 滿鄧 迦嚧引弭(462)

播娜 滿鄧 迦嚧弭(463)

磧砂本

[……]

[……]

高麗本

[……]

[……]

hasta bandha
手

結縛

karomi
(我)

作

pāda bandha

karomi 281

足

作

結縛

(我)

結縛

karomi
(我)

作

275 開寶梵本：māndha，房山不空本音譯：「滿鄧」，不空青龍本亦作：「滿鄧」，惟真言藏梵本作：
「bandha」。磧砂本、高麗本音譯：「槃曇」或「畔陁」。以下相同詞彙皆同。校訂本依真言藏梵本及
詞意改。 bandha 繫縛，結縛。
276 房山不空本：「枲星異麼引」可還原成「sīmā」，意云界。枲《唐韻》：胥里切。加上咒中注音小字「星
異」可還原作「sī」。sīmā-bandha 意云結界。
277 對上這兩句依開寶梵本、真言藏梵本、房山不空本。
278 tejo，光聚，威神。
279 磧砂本「毗陀耶 槃曇迦嚧彌」句，高麗本「毗地夜 畔馱迦嚧彌」句 不見於開寶梵本、真言藏梵本、不空
青龍本及房山不空本。而且對上這三句次序與開寶梵本、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及房山不空本相反。
280 開寶梵本：la字疑衍。
281 對上這兩句依開寶梵本、真言藏梵本、房山不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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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勝 明咒 結縛

ka ro mi (455)

482, 		 483,
開寶梵本

sa rva ga pra ti

開寶校訂本

sarvâ ga pratya ga bandha

真言藏梵本

sa rvā ga pra tyu ga ba ndha

不空青龍本

薩罔引誐 鉢囉二合底孕二合誐 滿鄧 迦上嚕引弭(459)

房山不空本

薩

磧砂本

[……]

跢姪他(十九)

高麗本

[……]

怛地他(426)

無肯

ga

mā ndha ka rū mi
karomi

tadyathā

ka ro mi (459)

誐 鉢囉二合底孕二合誐 滿鄧 迦嚧引弭(464)

sarvâ ga-pratya ga bandha
一切肢節 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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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dya thā

結縛

karomi

ta dya thā (460)
怛儞也二合他引

(460)

怛你野二合他去引

(465)

tadyathā

(我)作

即說咒曰

484,

485,

486

487,

開寶梵本

o

a na le a na le

vi śa de vi śa de

ve ra va jra dha ri

開寶校訂本

o

anale anale

vi-śade vi-śade

vīra vajra dharī

真言藏梵本

o

a na le a na le (462)

vi śa da vi śa da (463)

ve ra (466) 282

不空青龍本

唵(461)

阿曩囇引 阿曩引囇(462)

尾舍娜 尾舍娜(463)

吠引囉(466) [……]

(4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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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不空本

唵引

阿上曩黎 阿上曩□(467)

尾舎祢引 尾捨祢引

吠囉

嚩日囉二合

䭾

磧砂本

唵(二十)

阿那隷(四百二十一)

毗舍提(二十二)

鞞囉

跋闍囉

陀唎(二十三)

高麗本

唵(427)

阿那

毗舍提(428)

鞞囉(429) 跋折囉(430) 阿283唎

o

anale anale

vi-śade vi-śade

vīra

vajra

dharī

唵

阿那隷 阿那隷

毗舍提 毗舍提

鞞囉

跋折囉

陀唎

(466)

		
開寶梵本

[……]

開寶校訂本		

488,

(468)

(469)

489,

ma dha ni ma dha ni

284

va jra pa i pha

bandhani bandhani

vajrapā i pha

真言藏梵本

ba ndha ba ndha (464)

ba ndha ni ba ndha ni (465)

va jra pā i pha

不空青龍本

滿馱 滿馱(464)

滿引馱儞 滿馱儞(465)

嚩日囉二合 播引抳 泮吒(467)

房山不空本

[……]

滿䭾

滿䭾

(470)

(467)

嚩日囉二合 播引抳(471) 癹吒(半音)

磧砂本

[……]

槃陀 槃陀你(二十四)

跋闍囉 謗尼

泮(二十五)

高麗本

[……]

畔陁(431) 毗陁你(432)

跋折囉 波尼

泮(433)

[……]

bandhani bandhani

vajra pā i pha

[……]

滿引馱你 滿馱你

嚩日囉二合 播引抳 泮吒

(472)

282 真言藏梵本：「vai ra」(466) 處於較後位置；真言藏梵本無「vajra dharī」句。
283 高麗本：「阿唎」疑應為「陀唎」。
284 mandhani 應為 bandhani，開寶梵本中多處 bandha 皆作 mandha。房山不空本亦作：「滿䭾 」。此據真
言藏梵本，及磧砂本句424改。

490,

491,

492,

493,

開寶梵本

hū

trū

pha

svā hā

開寶校訂本

hū

trū

pha

svāhā

真言藏梵本

hū

(468)

不空青龍本

吽引

(468)

房山不空本

吽(473)

磧砂本

虎

都嚧甕

泮(二十六)

莎婆訶(二十七)

高麗本

呼吽(434)

咄嚕吽三合(435)

[…]

莎皤訶(436) 唵 吽(437) 毗嚕提(438) 莎皤訶(439)286

hū

trū

pha

svāhā.

呼吽

咄嚕吽三合

泮

莎皤訶

bhrū

pha

(469)

泮吒

啉二合引 (469)
豽嚕唵三合引

494,

(474)

svā hā (471)

(470)

娑嚩二合引阿285(471)

(470)

癹吒(半音)

(475)

娑嚩二合引賀引 (476)

495,
ma pta

287

sa ca ya ma ha śī k a na bhi kpu gu a gai ra va li e dha 288

開寶梵本

sa

開寶校訂本

samāpta

真言藏梵本

na mo sta thā ga tā ya (472) su ga tā yā rha te (473) sa mya ksa

＊

＊

ma ntra pa dā (475) svā hā (476)
不空青龍本

tu

曩謨引 娑哆二合他引誐跢引耶(472) 蘇誐跢引耶 囉訶二合帝引 (473) 三去藐三去沒馱引耶(474) 悉殿覩
曼怛囉二合 跛娜引

房山不空本

bu ddhā ya (474) si ddhyā

289

(475)

娑嚩二合引訶(476)

曩莫 娑怛二合他引櫱多引野(477) 蘇櫱多夜引 囉曷二合帝(478) 三去 三去沒䭾野(479) 悉殿覩

磧砂本

[……]

高麗本

[……]

(481)

samāpta
竟

285 「阿」應作「訶」歟。
286 高麗本句437至439「唵 吽 毗嚕提 莎皤訶」開寶梵本、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房山不空本、磧砂
本均無。
287 開寶梵本句494 (samāpta ), 495 (sa……) 與房山不空本句477-481、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句472476異。磧砂本、高麗本均無。
288 開寶梵本句495義未審，俟再考。
289 真言藏梵本句472-476，不空青龍本句472-476，房山不空本句477-481相同。大正藏本《大佛頂大陀羅
尼》梵本在 svāhā 後具 samapta 一詞 (T19, p. 10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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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怛囉二合 跛娜(480) 娑嚩二合引賀引

結論
經以上之比對、校勘，可得初步結論如次：
一、開寶梵本書體特徵
1，開寶梵本上的悉曇梵文寫得非常工整，整體上是傳統悉曇寫
法，除下列一些書寫的細微之處外，基本上十分標準，輔以
房山石經之不空譯（音寫）本，不用作太大的修正已可讀出內
容。
2，個別字如 a 及 śa，tha 與傳統悉曇書體分別較大，像是後離車
時期的字體。
3，此梵本書體上 ha 與 ka 時有混淆，問題在於 ka 字，一般悉曇
的寫法是像一個 T 字一橫一豎之後再往上勾一個半圈。而開寶
梵本中的寫法是像 ha 一樣，只不過把最後的一筆往上提到接
92

近頂部，所以有時看來是有點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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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母音 e 和 i 如拼合字音上時總是有些混淆。當母音 e 拼合字
音時是在子音的右上角加一個「短勾」，當母音 i 拼合字音
時是在子音的右上角加一個「長半月」（長勾）。在開寶梵
本上這兩種寫法都有，而且非常清楚，但在解讀轉寫時發現
有情況應該是 i 的時候，梵本上的悉曇字是 e，例如：句75
setātapatra （應為 sitātapatra ）；反之，是 e 的時候會發現
是 i，例如：句432 arthāva bhidaka（應為 ardhāva-bhedaka）。
到底是寫時混淆，還是原據底本就是這樣，未可得知。
5，有時整個音符是會缺欠的，例如：句10 的

īnā ，刻本上作：

r anā ，缺母音 ī 之略符，此大抵為書寫之誤略歟。
又如句27 的 bhagavāta 應該是 bhagavate，欠缺了一個子音符及
多了一個長音符。
當子音略符缺欠時，會由一字變成另一字，例如：在陀羅尼輪

曼荼羅邊上編號12 的一個種子字 ho ，在原文上作 he 1，在
句49 的 ak ebhyāya，應該是 ak obhyāya，此只為在梵字 he 和
ho（k e 和 k o）之間欠缺一個短勾符號而已。
6， 長短音的問題：有時長短音這個問題總會出現，尤其是 a 這個
音節。
7， u 與 o 的混同，此二字分別只不過在開頭的一筆，o 的較長，u
的較短。
8， 子音 ra 與 la 的混同，此二字常見互用。
9，因為是經過雕刻工序，免不了有個別的梵字不是那麼規範，但
亦勉強可以辨別。

二、開寶梵本與房山不空本之比較
通過逐句的比對，可觀察到房山石經不空譯（音寫）本基本上
是譯自一個與開寶梵本極為一樣的梵文底本。下面試列出幾個重要

1， 句98 agni uttaranya （agni uttara ī ），房山不空本：「阿上
儗寧頁二合 嗢跢囉抳滛二合」，此句餘本皆為 agni udaka uttara ī ，
多「水」一項，惟開寶梵本與房山不空本均沒有 udaka 這一
詞。
2， 句125 有 caiva 一詞，房山不空本作：「載嚩」，句125別有sa
字，房山不空本作：「娑」，餘本皆無。類似這種例子尚有數
個，不再一一。
3， 句182-183 有 hū
合引

trū

二詞，房山不空本作：「吽引 豽嚕唵三

」，餘本皆無。

4， 句229, 357, 410 有 utmada 一詞（還有一句181，惟該字不
清楚），房山不空本作：「嗢荅麼 二合 娜」，真言藏梵本作
1 此種子字 he 觀諸大部份金剛界種子曼荼羅等皆沒有出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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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顯的例子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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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māda，不空青龍本作「嗢莽引娜」，雙方都明顯不同。
5， 句187-188 sitātapatra, mahā vajro ī a，房山不空本作：「悉跢
多鉢怛囉二合

摩賀引 嚩日嚧二合引瑟抳二合引灑」，餘本皆無。

6， 句217-218 有 deva graha, naga graha 二詞，房山不空本作：
「祢去嚩 屹□2二合賀 曩引誐 屹囉二合賀引」，餘本皆無。
7， 句232-234 有 jamikagraha, ka hakaminigraha, ojahāri yā 三句，
房山不空本作：「惹弭迦屹囉二合賀引

建姹迦弭寧頁屹囉二合賀引

鄔惹引賀哩抳野二合」，餘本皆無。
8， 句263 pañca mahā mudrā ，房山不空本作：「半左摩賀引母捺
囉二合」，餘本皆無。
9， 句313 stathāgato ī a

，房山不空本作：「娑怛二合他去引櫱妬引

瑟抳二合引釤」，餘本皆無。
10，句343-344，有sarva mānu e bhya
94

pha , sarva amānu e bhya

pha 二句，房山不空本作：「薩嚩麼弩曬 毗藥二合 癹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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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上麼弩曬

薩嚩

毗藥二合 癹吒」，餘本除高麗本外皆無。

11，句468 m ga svā，房山不空本作：「沒哩二合誐

娑嚩二合」，餘

本皆無。
12，其餘像句103, 364, 367 有 mahā 字樣，房山不空本作：「摩賀
」，餘本皆無。此類例子甚多，不贅。

引

以上舉出一些典型、獨有而其他本子均無的例子，以顯開寶梵
本與房山不空本二者突出相似之處。其餘如比較二者梵本與音寫本
的發音之「一致」，他本有異的特點，更可顯出此二者之間的相
同。

2 是處疑缺一字，見以上內文分析。

三、普通真言藏本與不空青龍本
與其他本比對，真言藏梵本與不空青龍本是一個頗為不同的文
本。下面試列出幾個重要而明顯的例子：
1， 開寶梵本句9，房山不空本句11，高麗本句11，磧砂本句10 之
後是一段歸敬諸天的禱詞，這一段在真言藏梵本與不空青龍本
被移到歸敬諸佛的禱詞之後，而多了「namo ratna trayāya(10)，
曩謨引 囉怛曩二合怛囉夜耶(10)」一句。
此為一特別之處，大部份《白傘蓋》咒，包括獨立的或含於
《首楞嚴經》中的，有一特點是「敬禮一切諸佛及菩薩眾，敬
禮聲聞僧伽眾……」之後是「敬禮諸天眾」，隨後再「敬禮諸
三寶部尊、七佛世尊」，但真言藏梵本與不空青龍本的是「敬
禮一切諸佛及菩薩眾，敬禮聲聞僧伽眾……」隨後再「敬禮諸
三寶部尊、七佛世尊」，之後才是「敬禮諸天眾」，內容一樣
但次序不同。

寶梵本句77之後，真言藏梵本與不空青龍本分別多出「sarva
deva namask tā
ścaparipālita

(45)

(43)

sarva deve bhya pūjita

(44)

sarva deve

」，「薩嚩泥嚩 曩麼塞訖哩三合擔(43) 薩嚩泥

吠毘藥二合 布引爾擔(44) 薩嚩泥吠

尸奢二合跛哩播引里擔(45)」三

句。
3， 於 開 寶 梵 本 句 8 0 之 後 真 言 藏 梵 本 與 不 空 青 龍 本 分 別 多 出
「duna , tanā , satvānā , damaka , du ānā , nīvāra ī

」，

(48)

「訥難上, 哆喃引, 薩哆嚩二合喃, 娜麼劍, 訥瑟吒二合喃，儞嚩囉
抳炎二合

(48)

」六詞。

4，真言藏梵本與不空青龍本在內文中與他本比較亦有多出詞彙，
如於開寶梵本句 104 「mahā mālā」之後真言藏梵本與不空青
龍本分別有「śrīya，室哩二合耶」一詞，校諸餘本均與其不同。
5， 於開寶梵本句375之後真言藏梵本與不空青龍本又分別多出
「mātrīye pha

(338)

」，「忙引底唎二合曳引

泮吒(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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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真言藏梵本與不空青龍本在內文中亦與他本稍異。相當於開

6， 又於開寶梵本句387之後真言藏梵本與不空青龍本分別多出
「utpāda yanti (352) kīla yanti (353) mantra yanti (354) jāpanti (355) johanti
(356)

」，「嗚哆跛二合引娜

演底(352) 枳引羅

演底(353) 曼怛囉二合

演底(354) 惹引半底(355) 粗罕底(356)」五句。
7， 又 於 開 寶 梵 本 句 3 9 1 之 後 真 言 藏 梵 本 與 不 空 青 龍 本 多 出
「ma sā hārā (360) medā hārā (361)」，「芒上引娑引訶引囉(360) 咩引娜
訶引囉

引

(361)

」。

8， 又於開寶梵本句403之後真言藏梵本與不空青龍本多出「deva
grahā

(374)

囉二合訶引

naga grahā
(375)

(375)

」，「泥嚩 孽囉二合訶引

(374)

曩引誐 孽

」。

9， 又於開寶梵本句404之後真言藏梵本與不空青龍本分別多出
「asura grahā
grahā

(381)

(378)

garu a grahā

(379)

kindara grahā

mahoraga

」，「阿素囉 孽囉二合訶引(378) 孽嚕拏 孽囉二合訶引(379)

緊娜囉引 孽囉二合訶(380) 麼護引囉誐 孽囉二合訶引
96

(380)

(381)

」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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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又於開寶梵本句407之後真言藏梵本與不空青龍本分別多出
「pūtana grahā (385) ka apūtana grahā (386)」，「布單曩 孽囉二合訶
引(385)

迦上吒布引單曩 孽囉二合訶引

(386)

」，這些內容其餘各本均

無。
11，也有些是真言藏梵本與不空青龍本無的，餘本如開寶梵本句
417「māt 」，房山不空本、磧砂本、高麗本均有。這些比較
小的還有數處，不贅。

如是種種典型、獨有而其他本子均無的例子，顯此二者與他本
不同，籍以說明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是一個異本，與開寶梵
本、房山不空本、磧砂本、高麗本這一類的本子相異。3 當然也有
些句子是真言藏梵本、不空青龍本與高麗本相同而異於他本，例
如真本句24與麗本句13同一，而異於他本；開寶本句41，42同於真

3 此文只校勘了列出的六個本子，還有其他之文本未及處理，俟之後賢或他日
之努力矣。

本、青龍本句11，而異餘本等等。再者，在列出的二個梵本之相同
詞彙中，吾等可看到二者用語是相當接近的。

四、不空青龍本與房山不空本
倘以不空青龍音寫本與房山不空音寫本作一觀察比較，雖然這
兩個本子都說是「不空所譯」，但兩者所據底本應該不同（請參考
上述論點二、三），不空三藏是否會據兩個略異之底本作兩次翻
譯，不得而知。前者卷末有「大唐青龍寺內供奉沙門曇貞修建真言
碑本」字樣記述，後者雖無特別說明，但由行琳法師所集之本謂乃
「不空本」。行琳集成《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陁羅尼集》於唐乾寧五
年（898）（見其序），距不空約百二十年，雖逾百載，但亦應可
睹不空（705-774）遺風。中土密教雖經會昌法難（845）摧殘，但
在此之前，漢地尚有不空法孫法潤（開成五年（840）圓仁曾派弟
子惟正事之，時潤年約七十三4）、法全（會昌二年（842）圓仁從
之受法5 ）、義真（開成四年（839）空海弟子圓行入唐師之6 ）
加校檢密咒，彙集成章之舉歟。
此二本雖原底本有別，但以翻譯的音寫本觀之，可發現一些異
同之處，試舉三例以明之。

4 圓仁撰《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3：「差惟正共懷慶闍梨，遣青龍寺，令見
知法人，於東塔院……有法潤和尚，解金剛界，年七十三，風疾老耄。」
(大藏經補編第18冊，p. 86 b)
5 圓仁撰《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3：「會昌二年…二月……於玄法寺法全阿
闍梨所，始受胎藏大法。」(大藏經補編第18冊，p. 91 b)
6 圓行撰《靈巖寺和尚請來法門道具等目錄》：「入唐還學沙門圓行言：戊
午（838），銜命請益……到長安城。歲次己未（839）……奉勅住青龍
寺，幸遇彼寺灌頂教主法號義真和尚以為師主……蒙授阿闍梨位灌頂。」
(T55, p. 1071 c)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在唐弘密，惜法難之後，漢地密教不復舊觀矣。由是有如行琳等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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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開寶校訂本：
namo siddha vidyā dhara īnā
śāpânugraha samarthanā
namo brahma e

namo indrāya

namo bhagavate rudrāya

不空青龍本：
曩謨 悉馱引尾儞也二合反馱囉 唎史喃(25)
舍引播努孽囉二合訶

娑上末囉他二合喃(26)

曩謨 沒囉二合訶麼二合抳(27) 曩謨 印捺囉二合耶(28)
曩謨 婆誐嚩帝 嚕捺囉二合耶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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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不空本：
曩莫 悉䭾尾你也二合䭾引囉
舍引播引弩鼻音屹囉二合賀

史二合喃上 引

娑上沫 他 二合南上引

曩謨引 沒囉二合憾麼二合妳鼻 引(15)
曩謨引 婆去誐嚩帝引(17)

(13)

(14)

曩莫引 印捺囉二合野(16)

嚕捺囉二合 引野(18)

這幾句，雖然在咒裏的次序不同，但觀之可見用字接近一樣，連發
音小註亦接近一樣。

其二：
開寶校訂本：
asitā nalārka (316)

prabhā sphu a (317)

vi-ka sitātapatre (318)

jvala jvala (319)

dhaka dhaka (320)

vi-dhaka vi-dhaka (321)

不空青龍本：
阿徙哆 曩邏引囉迦二合(277)

鉢囉二合婆 娑普二合吒(278)

尾迦 悉跢上引哆鉢怛

入嚩二合攞 入嚩二合攞(280)

二合 (279)

馱上迦 馱上迦(281)

尾馱迦 尾馱迦(282)

房山不空本：
阿上枲星以跢 曩攞囉迦二合
尾迦 悉跢
䭾迦

多鉢怛

㘑二合

鉢囉二合婆去 娑普二合吒(301)
入縛二合攞 入嚩二合攞(303)

(302)

䭾迦(304)

尾䭾迦 尾䭾迦(305)

1，青龍本與房山本音寫用字極為相同。除了：「徙」，《唐韻》
斯氏切；《集韻》《韻會》想氏切，音 si；「枲星以」音 si。惟
此二字發音同一。
2，青龍本與房山本的長音注音、併合音，兩者都是一樣。

其三：
開寶校訂本：jīvitâhāra (394)

malyâhāra (395)

[……]

真言藏梵本：jīvitāhārā (365)

malyāhārā (366)

valyāhārā (367)

不空青龍本：
爾引尾跢引訶囉引

(365)

末略里也反

引

訶引囉引

(366)

嚩略引 訶引囉引(367)

開寶梵本《大佛頂白傘蓋陀羅尼輪曼荼羅》解讀

在這個比對之下，吾等可觀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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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不空本：
尒引尾跢引賀囉引

沫哩野二合 引 賀引囉引

(376)

(377)

[……]

高麗本：
視微多 訶囉

[……]

(351)

皤略耶 訶囉

(352)

在這個比對之下，吾等可觀察到：
1，青龍本與房山本音寫用字極為相同。除了「尒」是「爾」的異
體字，「賀」與「訶」同音；
2，青龍本：「末略里也反 引」與房山本：「沫哩野二合 引」中，「略里
也反

」是一個拼合音，「略」注音作「里也反」，閩南、潮州音

作「liag」，亦正是「略」的發音。在房山本中作拼音「哩野二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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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兩個梵本的「lya」。

3，青龍本與房山本的長音注音，兩者都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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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別的地方是：真言藏梵本及青龍本具備兩個詞彙：
「malyāhārā
略引 訶引囉引
二合引

(366)

valyāhārā

(367)

(367)

」，「末略里也反

引

訶引囉引

(366)

嚩

」，分別由開寶梵本、房山本具其一「沫哩野

賀引囉引」，又由高麗本具其餘一「皤略耶 訶囉」，此中

在發展的過程中可能蘊涵某種關係歟。

以上係數點觀察淺見，書此以俟方家賜正。

《心經》講記

陳雁姿選編、傅慧萍記錄

編者語：
這篇講記是節錄自業師羅時憲教授的《心經》錄音講記。為了
行文流暢及有條理地闡述，編者稍作增刪及調整，另加上綱目以
顯出本文的內容。完整六講的錄音內容存放在佛教法相學會網址
(http://www.dhalbi.org)的下載區，而法相youtube頻道則可看字幕
版。講者如有興趣，可依此講記的內容，直接聆聽羅時憲教授生動
有趣的講述，自能感受到如沐春風、法喜充滿的體驗。
在此講之前，羅教授也曾講授《心經》，並出版《般若波羅蜜
多心經講錄》。是次《心經講說》的內容相對之前的《講錄》增加
1.

提示學般若經的方法及次第。

2.

指出《心經》的一些句子是出自《大般若經》的那一品，並舉
出有關的經文以作對照。

3.

文本的名相解說較為詳盡。

4.

轉八識成四智的真正意涵。

5.

凡夫及聖者的轉生情況有深入的剖析，令人清楚輪迴及解脫的
過程。

6.

空有兩宗將大菩提區分為「三智」或「四智」，令學人清楚般
若智的內涵。
最後，感謝傳慧萍的悉心記錄，並藉本文對已故多年的恩師，

致以深切的懷念。
陳雁姿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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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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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經》講記

陳雁姿編、傅慧萍記錄

( 甲 一 ) 解題
大乘佛學有兩個大系統，第一個是般若中觀，第二個是瑜伽
唯識。如果學般若的人以為學一本《心經》便足夠，那是不行
的，即等於你做學問只讀一些小冊子，又好像欣賞藝術只看《藝
術淺說》便以為自己懂得藝術，那就是天下的大笑話了。所以看
一本《心經》便說自己懂般若是無有是處的。那麼，再找本較詳
細的便是《金剛經》，如果以為看一本《金剛經》就足夠，那要
看你有沒有六祖惠能大師這麼聰明，如沒有六祖的天資超卓，只
看一本《金剛經》也是不足以懂般若的。
依我的見解，昭明太子將鳩摩羅什翻譯的《金剛經》文本分開
一分一分而成三十二分，此分法完全籠統及不合邏輯，所以現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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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依著〈法會因由分〉、〈善現啟請分〉等來看，你不會真正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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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的。如果想了解般若學，最好是看《大品般若經》。如
果你是中人的資質以上，只看《金剛經》還可以；若你是中人的資
質以下，看《金剛經》是不夠的，不能說真正懂得般若。至少《金
剛經》之外，一定要讀那十卷的《小品般若經》，再進一步是一百
卷的《大品般若經》，不必一定要將六百卷的《大般若經》全部讀
完。縱使你是很蠢的人，大品和小品般若讀完之後，能將小品和大
品兩部都了解，你就可以說是懂得般若了。因此你想讀般若，如果
沒有六祖這麼高的天分，首先第一部讀《心經》，第二部讀《金剛
經》，第三部讀《小品般若經》，第四部讀《大品般若經》，讀此
四部般若經已可以了。
除了讀般若經外，不僅要了解經文的意義，還要親自實踐，這
稱作「歷行而過」，即經歷過實踐才能真正了解認識。另一種方法
是「用智而超」。這個世界有那麼多書，如果每種學理都一定要歷
行而過，哪有辦法完全做得好呢？因此，要用你的智慧看一看就知

道。譬如你們學佛，大乘中很多理論出自小乘，豈不是我們一定要
在小乘方面做功夫？假使你是二十歲開始學佛，先花十年八年時間
學習小乘，那時你已經三十多歲了。再花十年八年學般若及瑜伽，
那已經四十歲了，換言之，到你四十歲之後才懂一些大乘的義理，
而且把書讀完只是了解而已，不是你實踐修行的「歷行而過」，
那是修不完的，所以有些地方要「用智而超」。怎樣「用智而超」
呢？你不一定要先學完小乘再學大乘的，猶如以前的人上塔頂或上
一百層高的樓頂，一定要逐步逐級而上，這樣稱作「歷行而過」，
但現在你可以坐直升機，直接上到天台處，一下子就去到最高的樓
層。問題是你有沒有直升機？如果沒有也就不行了。這譬喻你有沒
有智慧，如果有就可「用智而超」，如果沒有你就一定要「歷行而
過」。如果你是聰明的人，想了解般若的話，只需兩三年功夫便會
懂得很多道理。第一，先了解《心經》。第二看《金剛經》。第三
讀《小品般若經》，這樣你對般若思想已經思過半矣。第四讀《大
品般若經》，大品般若者只是將小品般若擴大一些內容，即是把一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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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不要看輕《心經》只有這麼少字，以為很容易明白，其實
並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你亦不用看得太重，以為一了解就懂得般
若了，不會有此事的。我之前曾講授《心經》，我的學生陳瓊璀及
劉錦華拿了我的錄音帶做記錄，出版了《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錄》
，這本書的文字寫得挺好的，但是最重要的部份就漏了，所以這本
不過是參考用的。
我這次講解《心經》，分兩部份講。第一部份，甲，就是「解
題」，亦名「導讀」。解題即是introduction。第二部份就是「釋正
文」，解釋正文。第一部份解題目。譯名為《心經》其實不太好，
這本經根本不是講心的，怎麼題目會叫《心經》呢？就連Edward
Conze也把《心經》譯作英文為“Heart

Sutra”，其實只是心是不

行的，《心經》的全名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Prajñāpāramitā
Hṛdaya

Sūtra)。何謂般若？「般若」者本來直譯便是智慧，即英

文的wisdom，譯作智慧看來是簡單點。「般若」兩字的梵文是

prajñā。智慧有多種，有些智不是純淨的，不純淨的智慧佛家稱作
「有漏慧」，「漏」字好像酒壺漏了就把酒也漏清。每個人的生
命裏都有些惡的勢力，例如貪心、嬲怒等，佛家叫這些惡的勢力
作「煩惱」。我們生命裏每個人都有些煩惱，如果不把煩惱消除，
就會令我們的生命枯竭，好像有漏的酒壺，所以「漏」字指我們
的煩惱，有漏者指有煩惱。「有漏慧」指與煩惱相結合的那種智
慧。佛家認為「有漏慧」是不足取的，因為「有漏慧」有些是一
般的，有些則與貪的欲望結合一起，是極壞的。打劫也要智慧，
如何入屋，如何避免警察捕捉，這都需要智慧。有漏的智慧都是
智慧，但是佛家不要這樣的智慧，那些純粹清淨的智慧就稱作
「無漏智慧」、「無漏慧」。
佛家對智慧來說，就是不要有漏智慧，將有漏智慧盡量滅除，
把無漏智慧盡量無限擴大。所以譯這個prajñā 的音「般若」，就不
用意譯的「智慧」，讓人一讀就知道不是那些污糟邋遢的智慧，即
用音譯「般若」。梵文pāramitā 意思是「到彼岸」，音譯為「波羅
岸」，即那邊的岸。彼岸與此岸相對，「此岸」指生死輪迴和煩
惱，「彼岸」就指「菩提」和「涅槃」。「菩提」和「涅槃」兩種
相加起來就稱作「佛果」。成佛所證的果將它分析成兩種，一種稱
作「菩提」，一種稱作「涅槃」。我們修行的目的就是離開生死與
煩惱的此岸，而渡過生死煩惱的河流到達菩提涅槃的彼岸，這就是
pāramitā。Pāra就是彼岸，mitā就是到達，「彼岸的到」是印度文
法，將它轉成中文就是「到彼岸」。所謂「到彼岸」(pāramitā)，
即是功夫完成了，離開此岸到達彼岸，好像過河一樣。所以那些西
人譯作什麼呢？「波羅蜜多」(pāramitā)是用音譯，如果用意譯就
譯做「圓滿」(perfection)。Perfection這個名詞是從一個動詞轉過
來的，動詞就是perfect (完成)，如果perfect作形容詞用，意思是很
圓滿的、完成的。如果一個動詞作抽象名詞用來表示這動作的，英
文就加‘tion’，表示這種「完成的工作」為perfection，所以就將
pāramitā譯作perfection。因此，日本人和台灣的人將「般若波羅蜜
多」譯成perfection of wisdom，「智慧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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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多」，pāramitā是梵文的拉丁化，不是英語。梵文pāra譯作「彼

「般若波羅蜜多」(prajñā-pāramitā)就是「智慧到彼岸」，或
者譯做「智慧的完成」(perfection of wisdom)。般若波羅蜜多到底
是甚麼呢？大乘佛法修行的節目，有六個program，第一個大節目
就是布施。布施就是giving，不必每樣東西都要自己佔有。第二
個大節目就是戒，守道德、持戒、morality。第三個大節目就是忍
辱，堅忍，patience，即所謂堅毅，有些人譯作「忍辱」，譯得不
太恰當，應該譯作「安忍」。忍辱就是別人侮辱你，你能夠忍受，
但別人不侮辱你就不用忍嗎？堅強意志的堅毅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就
稱作安忍，不一定是指忍辱，所以忍辱譯得不是很正確。西人譯
作patience就譯得正確。第四個大節目就是精進、勤力、vigor。第
五個大節目就是靜慮、dhyāna。這個心很冷靜，沒有紛繁的念頭，
心不冷靜我們做不了事情，但不是冷靜得像死寂般。「慮」指能夠
思慮的，「靜」是沒有那些繁雜的思想。一方面是能夠思慮，另一
方面是沒有紛繁的擾動，靜而能慮，因此譯作「靜慮」，但着重在
「靜」的方面。Dhyāna音譯作「禪」，半音譯半意譯就是「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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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六個「到彼岸」就是大乘修行的節目。有些人將它伸展成十
個到彼岸，實質上六個就夠了，我們修養時應從這六方面去實踐。
六項之中，前一項是手段，後一項是目的。即是布施是手段，持戒
是目的；因為如果你是守財奴，愛財如命，想持戒是不行的。布施
是手段，持戒是目的；又持戒都是手段，能夠忍受修行就是目的；
忍辱都是手段，精進是目的；精進都是手段，靜慮就是目的；靜慮
都是手段，智慧才是目的。佛家修行的最終目標，就是得到最高的
智慧。康德說：人生最幸福最快樂的莫如尋求智慧，人生的樂事不
是只求財富，是尋求智慧。六個波羅蜜多之中最重要是般若波羅蜜
多。所以六百卷《大般若經》裏面側重說般若波羅蜜多，其他的波
羅蜜多只略述而已。
釋迦牟尼佛去世之後，約莫是五百年左右，那些大乘經典在印
度陸續被發現。首先發現的就是般若經，到底有多少《般若經》
呢？到現在我們都不清楚，但是唐朝玄奘法師去印度留學回來，

在印度當時的最高學府的那爛陀寺學佛，他在那裏搜集很多《般若
經》，帶回來中國翻譯，就是現在《大藏經》裏名為《大般若波羅
蜜多經》，總共六百卷。
六百卷是否齊全呢？實際上仍未齊全，還有六百卷以外的一百
多卷沒有收納的，所以《般若經》的份量非常多。既然份量那麼
多，我們怎樣研究呢？如果你是修行的，你需要先了解才修行，若
不了解而盲目修行，那就是迷信了，了解後才修行那就是理信。佛
家裏面那些修行的人有兩種：一種叫「隨信行」；一種稱作「隨法
行」。第一類人的隨信行者比較蠢的，他會找一位師父，那師父教
他怎樣，吩咐他怎樣做他便怎樣做，他也不很了解，隨他所信的而
行。這類人很快就會有成就的，你看那些不識字的老太婆，整天唸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她們死的時候很安樂，帶
著微笑的面容去世，還預先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死的。第二類人的
隨法行者會什麼都先要了解的，他們臨死的時候反而會失禁很不堪
的。所以不要以為隨信行不好。隨法行是先了解佛經所說的義理，
人，除非不學佛，如果學的話都是隨法行，很少是隨信行。大家若
是聰明的就應以隨法行自居，不要盲目的信仰。
如果你想做隨法行的人，你就要了解大乘經教。大乘經不外兩
個系統，一個是講空的般若，一個就是講有的唯識。除了這兩個系
統外還有一個如來藏系統。我對於如來藏的系統未敢苟同，你最好
自己批判地接受。隨法行的人要是學大乘的話，一是從空門入般
若，一是從有門入唯識，各有好處。由般若進入，人會很空靈。學
唯識的人，條理細密，這是此兩門的好處。此兩門又各有壞處。學
般若的人會忽略那些枝節的東西，連一切東西都看空了，這是學空
宗的壞處。學唯識的壞處是點點滴滴很瑣碎。壞處肯定是有的，不
過看學的人如何撇除。學唯識的人也要學般若，寧可你學般若而不
學唯識，若學唯識而不學般若，則這些人就變成只講哲學而修養卻
不行。那即是說，學大乘佛法必須學般若，因為你只學唯識會有很
多執着。《大般若經》六百卷，浩如煙海，很難讀的，因此有些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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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跟隨義理去做的。這類人是聰明的人。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

薩將它結集成一本比較簡單的一卷書，就可以把幾百卷的《大般若
經》的重要資料能掌控得到，這本就是《金剛經》。
學般若的目的是為了得菩提。「菩提」是梵文bodhi的譯音，
意思是覺悟，英文譯做enlightenment。覺悟有大有小。小乘的覺悟
都是稱作「菩提」，或名「小菩提」。大乘的菩提稱作「無上菩
提」，即utmost、無上、最高的，或者加個「大」字，名為「大菩
提」。
大菩提和小菩提有甚麼不同呢？如果你想成佛，就要除去兩種
障。障有兩種，一種稱作「煩惱障」；一種稱作「所知障」。為甚
麼稱作「煩惱障」呢？我們的生命或我們的心裏面有些很惡的勢
力、惡的衝動，這種衝動一起就會令到我們身心煩躁不安而且惱亂
的。煩者就是煩躁。你不要以為煩躁只是影響心，身也會煩躁的。
當你煩躁的時候，你的心固然不安樂，想睡也睡不着，輾轉反側在
床上，身都會煩躁的。遇到有些不如意的事，你煩躁的時候，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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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令我們的身心都煩躁惱亂，英文稱做defilement。
煩惱最主要的有三種。第一種就是「貪」，見到一種東西我們
喜歡的、好悅意的，我們想將它佔有。「貪」又稱作「愛」，或
者稱作「貪愛」。「貪」一定有佔有性，黏著不捨，英文就名為
attachment，黏著的「愛」。此與基督教所謂的「愛」、「博愛」
不同，基督教的「愛」是奉獻，或是犧牲自己而付出。佛家所講
的貪愛是佔有黏著，兩者是不同的。這種帶有佔有性的愛就稱作
「貪」。第二種是「嗔」，寫「目」字邊的「瞋」或寫「口」字邊
的「嗔」也可以。嬲怒、忟憎就是「嗔」的表現。第三種是「癡」，
又稱作「愚癡」、ignorance、無知。無知的「知」字不讀「之」
音，應讀「智」音。無知這種煩惱抗拒著我們的智慧，所以稱作
「無明」、「愚癡」、「癡」。如果譯作通俗語則稱作「盲目的衝
動」，那是一種衝動來的，沒有理性的。這類東西就稱作「煩惱」。
煩惱除了貪、嗔、癡之外，還有一種「我執」，執著有個自己
(self)，肯定有一個「我」之後，然後執着這個「我」，要發展這

個我，使這個「我」要佔有其他東西。世界上的罪惡，在佛家來說
是由於這個「我執」。這些眾多的煩惱成為一個集團，稱作「煩惱
障」。「煩惱」和「煩惱障」的解釋不同，「煩惱」是指貪嗔癡等
個別的惡勢力。「煩惱障」是煩惱集團，以「我執」為首，圍繞着
「我執」有很多貪嗔癡等等的煩惱形成一個集團，這個集團就稱作
「煩惱障」。
在佛家來說，因為我們有「煩惱障」的緣故，所以我們就會生
死輪迴。我們若想沒有生死輪迴，就要剷除「煩惱障」。如果我們
修行能夠把「煩惱障」剷除淨盡，那時就會豁然開朗，那種境界就
是覺悟(enlightenment)，亦稱作「菩提」。當「煩惱障」完全消滅
了，那時候我們就沒有「我執」，遂證得阿羅漢果，我們就稱作
arhat，音譯「阿羅漢」。「阿羅漢」的意思就是「殺賊」，或者譯
作「無生」。「殺賊」者，「煩惱障」的賊被殺了。「無生」者，
我們不再在生死輪迴中受生。阿羅漢的智慧是沒有「煩惱障」渾
濁他的，故稱它作「小菩提」——阿羅漢的菩提，又名為聲聞的菩
乘，獨覺的菩提，或名緣覺的菩提，也是剷除了「煩惱障」而證得
的。
第二種障稱作「所知障」。為甚麼稱作「所知」呢？我們所應
該知道的東西名為「所知」。這個所知稱作「真如」；禪宗的人稱
作「佛性」；華嚴宗的人稱作「一真法界」；三論宗、空宗的人稱
作「法性」；天台宗的人稱作「諸法實相」；般若經裏面多數稱作
「實際」、「實在」，英文譯作reality。「所知障」即是障礙我們
對實在的了解，這種障稱作「所知障」，如果我們對於「實在」能
夠徹底了解，這就是「佛」。能夠部份了解「實在」就是「阿羅
漢」。
很多人解錯「所知障」，我親耳聽過他們說：「我們不用讀太
多經啊！甚麼也不用讀的！越知得多就障越多，這就是所知障！知
少一點就沒有障。」好像宋明那些陸象山、王陽明學派的末流，束
書不觀，滿街都是聖人，不用讀書的。現在很多人都有這樣的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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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聲聞菩提是小菩提，不是大菩提。此外，聲聞、獨覺都是小

解，讀經書太多會有執着，只要參「念佛是誰」，想想到底是誰念
佛？若能想明白就開悟了。主張不用讀經的就荒謬絕倫。
所謂「所知障」，所知者是「真如」，有些煩惱會障礙你對
「真如」的認識。如果你能對「真如」徹底認識，你就融歸於「真
如」，那時你就沒有了小我。「真如」即是整個宇宙的實在。宇宙
即是你，你即是宇宙。如莊子所謂「至人」、「神人」的境界。蘇
東坡有兩句詩：「溪聲盡是廣長舌」，佛經裏謂佛說法時出「廣長
舌」，將舌頭一伸出來就可遮蓋整個世界。蘇東坡說不用聽佛說法
的，溪聲便是佛的說法。「山色無非清凈身」，山色這麼美好就是
佛的清凈身。
「我執」就是「煩惱障」的中心，但我們的執着除了「我執」
之外，還有一種執着稱作「法執」。「法」就是東西，人對於世界
上任何一種東西都執着它是有的，執着它是存在的，這種執着就稱
作「法執」。一個小孩子在他開眼不久，你在他面前揚一下手，他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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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看見一種東西就覺得那裏有一件實物，這就是原始的法執。
繼續下去長大了，會覺得人類有個社會，家裏有個家庭，社會有很
多種關係，如父子、夫婦、朋友，稱作人倫道德。一切一切都肯定
有些東西存在，這就是「法執」。
「我執」較容易斷除，「法執」最難斷除。你學了哲學就執着
有本體論、人生論等，執着一門學問稱作方法論。讀得書多就越執
著，學科學的就執着世界各種方程式是實有的。愛因斯坦就執着
這個宇宙是球體的。牛頓(Newton)執着有絕對的時間，人類歷史
在那絕對的時間中好像一條河流，我們在河流裏面，由古到今，時
間是絕對的。學物理學的執着有絕對的時間，執着有種東西叫空
間(space)。不只執着有空間，還執着絕對的空間。一個大蘋果拿
到另外的星雲也是這麼大，絕對(absolute)即是這麼大就這麼大，
是五吋徑就是五吋徑，不會去到另一個星雲縮減兩吋的。愛因斯
坦則說不是這樣，時間是相對的，今日在這地球上是八十歲，可
能去到第二個星雲裏只是七日這麼短，所謂「山中方七日，世上

已千年」。又說如果地球都是原子組成的，原子和原子之間一定
有好闊的距離，如果有辦法將原子的距離壓縮下去，我們的地球
就大約等於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的大蘋果那樣大小，這些就是
「法執」！現在我們說牛頓不對，說愛因斯坦對，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昔啊！五十年之後回看愛因斯坦的理論可能也會說他是胡說，我
們常常有這些「法執」。以「法執」為中心，圍繞着「法執」有很
多貪、嗔、癡等等煩惱，形成一個集團，這個集團比較以「我執」
為中心的「煩惱障」更厲害，這個稱作「所知障」。如果能夠把
「所知障」滅除，那時我們證得的覺悟(enlightenment)就是無上正
覺(upmost enlightenment)，又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anuttarasamyak-sa bodhi)，即「無上正等正覺」。「阿耨多羅」(anuttara)
就是無上，「三藐」(samyak)是正，「三菩提」(sa bodhi)是平等
正的覺悟。不只除去「煩惱障」，連「所知障」也要去除。「所
知障」一除去，自然「煩惱障」就肯定除去了，那時就證得「大
菩提」。「大菩提」有好多名目的，普通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意思是無上的完全的覺悟。

慧，就是佛的最高智慧。「一切智智」又名「一切相智」，能夠了
解一切事物相狀的智慧，「一切智智」即是「一切相智」。「一切
相智」是玄奘法師譯的，鳩摩羅什就譯做「一切種智」。那些虔誠
的佛教徒每日做早課、晚課時，會唸一個怡山禪師的發願文，「普
願一切眾生圓成法界種智。」「法界種智」即「一切種智」。「一
切種智」英文譯作wisdom of all modes，這modes是相、相狀的解
釋，wisdom of all modes即「一切相智」，又譯做「一切種智」。
《般若經》把「大菩提」稱作「一切相智」或「一切智智」。
唯識宗的經典把「大菩提」分析成四種智慧，《解深密經》裏稱作
「四智菩提」，即是「大菩提」包括四種智慧。所謂「四智」，第
一稱作「大圓鏡智」，「大圓鏡智」是怎樣的呢？本來每一個眾生
都有阿賴耶識——第八識。第八識遍於你的世界，譬如你坐在新亞
書院，但你的第八識遍於第二個星雲，充塞宇宙的，第八識雖然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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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經》稱大菩提做「一切智智」，一切智慧中最高級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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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宇宙，但是機械的，好像一部電腦一樣，沒有情趣的。我們的第
八識亦沒有智慧的，所以這個第八識是有漏的第八識，我們要用修
行的力將第八識改造，令到第八識轉換成一個新的、有智慧的第八
識。它的智慧稱作「大圓鏡智」。但這並不是第八識變了「大圓鏡
智」，或換了另一個第八識，而是第八識有「大圓鏡智」做助手。
現在有些人說「轉識成智」，轉第八識成大圓鏡智這句話是不通
的，識是要轉，但不是轉成智，而是轉識附有的一個智慧。
為什麼稱作「大圓鏡」？我們的第八識本來充塞宇宙，稱之為
「大」。轉換過的第八識也是這麼大，第八識這麼大時，智慧也
應跟著這麼大才行。第八識所在之處就是智慧所在之處，充滿空
間，故名為「大」。「圓」者周遍，無乎不在，就稱作「圓」，既
「大」又「圓」。那個普通的第八識是機械的，而這個新的第八識
猶如明鏡一樣的，光亮而靈活的，稱之為「鏡」。有一種智慧附屬
在第八識裏，稱作「大圓鏡智」，不是轉那個「識」變了「智」，
112

那個新的第八識稱作「菴摩羅識」(amala-vijñāna)，即「無垢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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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大圓鏡智」附屬在那處。
我們有個第七識稱作「末那識」，常常執著有個「我」，這個
「末那識」因為執著有個「我」，就常常令到我們生死輪迴，令到
我們自私，令到我們作惡。我們需要用修養的力量，不要這個第七
「末那識」，將「末那識」轉變，過去的「末那識」是染污性的，
它是染污「末那」，現在改變做清淨的「末那識」。過去那個「末
那識」有個「慧」跟著它，但這個「慧」是最壞的，整天執著有個
「我」，整天計較著個「我」，經常分別你是你、我是我，這樣便
有「我執」。這個新的第七識是清淨的「末那識」，同樣有智慧，
但不執著有個「我」。那種智慧不只不執着有個「我」，且覺得自
他平等，所以稱作「平等性智」。換言之，那個新的第七識，沒有
那種「我執」的慧跟著它，而有一種「自他平等」的智慧跟著它，
那就是「平等性智」。

我們又有第六意識，第六意識常常有很多障礙的，因為有很多
「法執」。這個新的第六識一點「法執」都沒有，所以它是很靈活
的。為什麼新的意識那麼靈活呢？因為它有一種智慧跟著，那種智
慧能巧妙地觀察萬事萬物，故稱作「妙觀察智」。
我們還有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總稱為「前五
識」。我們普通的「前五識」是機械式的，眼識好像照相機一樣，
耳識好像收音機那樣，不能靈活的。我們要經過修行的結果，令它
們靈活，便能夠完成我們的事業。那時改變了我們的「前五識」，
過去的「前五識」沒有智慧的，現在改變成有智慧的「前五識」，
那種智慧稱作「成所作智」，能夠完成我們所應做的事情的智慧。
這樣，八個識都有智慧跟隨了。過去只有第六識有智慧、第七
識有智慧，而第七識的智慧是很壞的，第六識的智慧也不一定好
的，到成佛時八個識都是好的，且具有「四智」。那八個識都有智
慧跟隨著它們，這就是「轉識成智」。清凈的八個識加上這四個智
慧，總稱為「無上正覺」，又名「大菩提」。「大菩提」者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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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也解釋了。
在解釋正文之前，先要解釋一首頌，這首頌出自一本佛經名
為《辨中邊論》。《辨中邊論》的「辨」即辨別，「中」即中
道，「邊」即偏見。此論是解釋中道與偏見之論著，乃彌勒菩薩所
造。《辨中邊論》裏有一首頌，我們了解這首頌，就不止對《心
經》容易理解，而且對以後看佛經都很容易看得懂。這首頌怎麼
說呢？

「虛妄分別有，於此二都無。此中唯有空，於彼亦有此。
是故一切法，非空非不空。有、無及有故，是則契中道。」
先解釋什麼是「虛妄分別」，在佛家來說，把世界上一切的事
事物物，分成兩類：一類是有漏的；一類是無漏的。即是世間的事
物有些是有漏的，有些是無漏的。我們的心，即我們一切的精神作
用是有漏的呢？抑或是無漏的呢？答案肯定是有漏的，因為我們是

凡夫。如果我們是佛，那麼我們的心是無漏的。我們的心是有煩惱
的，什麼是煩惱？即貪、嗔、癡。你在這世界上，看到別人住高樓
大廈這麼好享受，你以為你不想嗎？你以為你不貪嗎？見到別人享
用美味的雞燉魚翅，你以為你不會吞口水嗎？我們有貪心的煩惱。
青年人看見一個很好的女孩子，他肯定想佔有她。這是常態，人皆
有「貪」，主要是貪食、貪色，所以孔孟都說：「食色性也。」天
生出來就有貪食、貪色的本能。「貪」是煩惱，嬲怒也是煩惱，我
們一不如意就嬲。如果你在工作時，給老闆罵你幾句後，你就會拉
長了臉；別人碰撞到你，你也會發忟憎，這就是「嗔」，即嬲怒。
我們常常很容易有盲目的衝動，這稱作「癡」。這些「貪、嗔、
癡」等名為「煩惱」。我們的心裏面常常不斷有這些煩惱，所以我
們的心不是無漏的，是有漏的。有漏的心靈就稱作「虛妄分別」。
一般來說，佛家都有唯心論的傾向，它認為這個世界是我們的
心識顯現出來的。既然我們的心靈是「虛妄分別」，那麼我們所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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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是虛妄分別所顯現出來的東西。「虛妄分別」所指的範圍十分
廣闊。然則「虛妄分別」是否存在的呢？大概在佛家裏面有兩個答
案。一個就說世界上一切的東西都不是真實存在的，甚至連我們的
心靈都不是真實存在的，這是絕對的「空」，但這個講法不是很妥
當。另一個說法就是這個世界是假的，人生也是假的，而能夠現出
這個世界及現出人生的這個「虛妄分別」是「有」的。「有」字當
存在解，是存在的，故説「虛妄分別有」，意指能夠現出我們的世
界，現出我們的人生的那些虛妄分別是存在的、是有的。
「於此二都無」，「此」是虛妄分別，虛妄分別是「有」。
「二」這個字指什麼呢？於虛妄分別之上，能了解的主體，那個主
人翁稱作「能取」，「所取」是被我們了解的客體，「取」字解
作了解。這個「能取」的主體Edward Conze譯做subject，或者譯做
subjective。Subject就是名詞，subjective 是形容詞當名詞用。「所
取」譯做object，或者譯做objective。我們能了解的主體和被我們
了解的客體，此「二」都「無」，即是不存在的，因此說「於此二

都無」。為什麼呢？它說這個世界和我們的人生都是渾然一體的。
我們不能分開這是主，那些是客；這個主是「能取」，客是「所
取」，完全分離的一個主體、客體是沒有的。整個渾然一體的「虛
妄分別」是「有」的。「虛妄分別有」，即是我們的心靈，那個
虛妄分別是有的、存在的。但是，於這個「此」虛妄分別之上，
劃然分開為「二」的subject（主體）和object（客體）是沒有的，
「無」者，不存在的，所以說「於此二都無」。
那麼這個虛妄分別裏面，實際有的是什麼呢？虛妄分別是現
象，這個現象裏面有沒有本體存在呢？佛家裏面有兩個不同的答
案：空宗有一派說沒有本體；唯識這一派說有本體。現象界是有本
體的，這個本體稱作「空」，稱作「空性」。這個「空性」不是空
的，是宇宙的本體。
「此中唯有空」，「此中」，「此」是虛妄分別，虛妄分別之
「中」、「唯有」即「只有」，唯有什麼呢？唯有本體存在，這個
本體的名字稱作「空」、「空性」。中國人很喜歡用簡單的字句。

115

「空」加上「性」字就表示有實質的，但寫的時候略去了「性」

《心經》講記

字，只寫「空」。在佛經裏面常常說到「空」，那個「空」字的意
思，有時當作「不存在」的解釋。如果這種用法就當作形容詞，等
於英文的empty。有時當作「不實在」的解釋，不是沒有，但不是
真實的，即是假的。不實在即是假的，「假」亦是形容詞。有時當
作不實在的那種狀態，當它作名詞用時，普通會加一個「性」字，
就稱作「空性」，等於英文的emptiness。那麼你看佛經時看到這個
「空」字，你將上述兩個意義代入，看那一個解釋較適當。
「此」就表示虛妄分別的現象，在這個現象界裏面不是沒有
本體存在。「唯有空」，只有「空性」這個本體存在，唯有這個
「空性」。「空」不是虛無主義，這個「空性」是不空的，所以
這個「空」是不空的「空」。佛經裏常常說「真空不空」，這個
真正空的「空性」是最實在的。「此中唯有空」，即是在這個虛妄
分別之中，只有那個宇宙本體，所謂「虛妄分別」，不過是本體
所顯現出來的東西。本體才是實質，這個虛妄分別，即整個現象界

是那個本體的屬性。「本體」猶如水，而這個「虛妄分別」猶如
波。波不過是水的屬性，水才是實質。中國人常常用「體用」這兩
個字，「體」就是本質、實質；「用」就是屬性。譬如說這件衣服
的「體」是什麼？那是 polyester，它的「用」是黃色。你的手錶的
「體」是黃金或者是不銹鋼，它的「用」是圓形的，會嘀嘀噠噠轉
動的，會表示時間的。所謂「體用」，意指實質和屬性。
按照這種看法，宇宙的本體就稱作「空性」，由本體所顯現
出來的屬性就稱作「虛妄分別」，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由
這個「虛妄分別」顯現出來的。看上去好像有兩重本體那樣，熊
十力先生就批評佛家說兩重本體，第一重本體就是「空性」，由
「空性」把屬性現出來就成為「虛妄分別」；再以「虛妄分別」
為體，由「虛妄分別」現出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和芸芸眾生等現
象，這些就是「用」、是「屬性」。這是兩重本體與屬性的理論。
此處說「此中唯有空」，這些「虛妄分別」之中什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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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於「空性」之上，於本體之上亦只有此「虛妄分別」的屬
性，也就是於本體之上亦只有屬性，或於本質之上亦只有屬性。於
彼「空性」之上亦只有「虛妄分別」，即現象界是存在的，「虛妄
分別有」。「於此二都無」，於整個現象界裏，世人將它分辨那些
是主，那些是客，實在是沒有主客之分的，是整體的。「此中唯有
空」即是在這些現象裏面，一定只有本體存在。「於彼亦有此」，
於本體之上亦只有現象，只有屬性的出現和存在。這便得出結論：
「是故一切法，非空非不空。」「是故」即是所以，「一切法」即
是宇宙萬有，一切事事物物，所以整個宇宙萬有是「非空」，不能
說它是空的。那麼這個「空」字是不是「空性」的解釋？不是，是
形容詞，意指不存在的或是不實在的。「非空」，不能說它是空
的。又「非不空」，又不能說它完全不空，為什麼？因為是假有
的。這便是「非空非不空」。
為什麼說它「非空非不空」？下一句「有、無及有故」就這樣
地解釋，「有故」，因為虛妄分別是有的，所以非空，既然是有

的，為何說它是空的呢？為何「無故」？世人強要將它分做那些是
主、那些是客，這些根本是荒謬的，「無故」，這些是強作分別而
已。這些能取的主體和所取的客體是不存在的，「無故」；既然是
「有故」，不能說它是空，所以「非空」。既然是「無故」，所以
它是「非不空」。「有、無及有故」，「有故」，虛妄分別是有
故；「無故」，能取、所取的主客是無故。有、無都是形容詞。
「及有故」，這第三個「有」是指什麼？互相有。現象界之中是有
本體的，本體之上是有現象的，兩者不能相離的。「有故」，這個
「有」是互相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這首偈是佛家唯識學派對宇宙萬有的看法。它的看法是什麼
呢？「虛妄分別有」，由虛妄分別所現出來的宇宙萬物是有的、
存在的。「於此二都無」，於整個宇宙裏面強要劃分誰是主、誰是
客，這個主與客是不存在的。「此中唯有空」，在這整個現象界裏
面，只有這個「空性」本體存在。「於彼亦有此」，於宇宙本體之
上亦只有萬象顯現出來。「是故一切法」，「一切法」即是指宇宙
不能說它不空的，為什麼呢？因為「有故」，虛妄分別是有的，你
不能說它空。強要將它割裂作主體、客體，這樣地分開是「無故」
，是不存在的。「及有故」，本體之上是有現象的，現象之內是有
本體的，互相有的，不能敲成兩截的。「是則契中道」，這樣觀察
宇宙萬有就合於中道了。所以，熊十力先生於《新唯識論》說舊唯
識家強將宇宙的體與用敲成兩截，這種看法是大錯特錯。偈頌已經
說「有故」、「無故」、「及有故」，這樣互有才契中道。既然是
「空」的，就不能說它是「不空」的；說了「不空」，又不能說它
是「空」的，故是「非空非不空」。
非空又非不空，豈不是矛盾？不符合邏輯？甲不能是「非
甲」，甲不能是「非非甲」，甲不能是「亦甲亦非甲」，甲不能
是「非甲非非甲」的，這樣不就是矛盾嗎？但是矛盾有兩種：第
一種是不合形式邏輯上的矛盾，形式邏輯上的矛盾是錯誤的。但
是，第二種的矛盾是辯證的矛盾，辯證的矛盾是事實來的。你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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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有。所以宇宙萬有「非空」，不能說它是空的；「非不空」，亦

生著，同時你也現正死著。「日方生方死，日方中方側」，那個日
（太陽）在正中時，就已經正在偏側著。一個人當他不斷生長時，
亦不斷死亡，新陳代謝是同時的，這是事實來的。這種矛盾的現象
同時存在的，稱作辯證的矛盾。矛盾統一的矛盾，事實是如此。所
以，形式邏輯的矛盾是錯誤的，但是辯證的矛盾是事實來的，不
是錯誤的。「非空非不空」是辯證的矛盾。佛家的看法是任何一
個人、任何一件事物都是不實在的，但不實在不代表沒有，不實
在就稱作「空」，當眾緣條件結合時居然有種東西出現。譬如一
架汽車，只有眾多的零件組合，哪裡有實的汽車呢？所以汽車是
「空」的。雖然說它是「空」的，但是當這些零件配合的時候，
汽車便能開動，亦可能會撞死人。這樣，你說它「空」又不對，
你說它「有」又不對，所以說它「非空亦非有」。那麼，你說「亦
空亦有」可以嗎？不可以的。「亦空亦有」是肯定兩樣，說「非空
非有」比較穩當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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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因為用肯定的方式，就會執著有一件東西。用否定的方式篩掉
執著，若仍餘下一些執著，再篩掉它，還有概念就會有執著，故要
撇除概念，揚棄到最後連概念都沒有的。但只是揚棄了概念，並
不是什麼也沒有，那時就好像碧空無塵，毫無恚礙，就能體驗真
如本體，就體驗「空性」了。用這種揚棄的方法，稱作空觀的智
慧。這種空觀的智慧，牟宗三稱它為「超越的智慧」。所以，用空
的智慧撇除了一切執著，撇除到所有概念都沒有，那時只有空靈
的、很明淨的狀態，那種明淨的狀態就是本體所顯露的狀態，稱
作「空性」。「空性」者，就是用空觀掃除一切執著之後所顯現
出的實性。那個「性」字作「體」字解釋，亦可作這樣的解釋，
這個實體很明淨的，很難形容的，所以用「空」字來形容，這個
「空性」是不空的。這是其中的一個看法，唯識宗就屬於這一種
觀點，即是承認有本體的，這個本體就是「空性」，又名為「真
如」。禪宗人稱作「佛性」，天臺宗稱作「諸法實相」，般若經
稱作「實際」，又稱作「法住」，很多名稱的。

說到這裡又有一個問題了。唯識宗稱作有宗，而在空宗則認
為唯識宗執著有個本體是錯見。其實唯識宗並不是執著，它認為
到最後連本體也要揚棄，執實有個本體是不行的。佛家有個譬
喻，你要過河，需要坐著木筏撐過河，一到對岸的時候，你就要
捨棄木筏上岸。如果你死抱着木筏，你就是蠢人。現在説「此中
唯有空性」，若認為「空性」是實在的東西，那就是你自己的執
著，應該要揚棄。猶如你自己生癌，那就要割掉這個腫瘤，才能
保住性命。空宗罵唯識宗執著是沒有道理的。
反過來，唯識宗則罵空宗是惡取空。「惡」者即不善，「取」
即了解，即不善於了解「空」的道理。空宗的人不了解「空」的道
理，胡亂執「空」。惡取空以現今來說，就稱作「虛無主義」。什
麼是「虛無主義」？第一，對宇宙萬有認為都是不實在的，連本體
都沒有的。惡取空認為什麼都是空的，人生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何
需修行成佛呢？做人固然是空的，成佛又不空嗎？嫖賭飲吹固然是
空的，受戒出家那又不是空嗎？如果這樣，一切世間的道德都不能
做好人也空，那不如任意為之，為什麼要做好人呢？如果這樣，
世間上還有道德可言嗎？一切都空，這種流於極端空的情況，稱作
虛無主義。社會道德不能建立，國家不滅亡就奇怪。人人對國家都
是看淡的，如果這樣，人欲橫流都不出奇，所以那些是極端的惡取
空。故此唯識宗罵這些人是惡取空，這些是虛無主義者。唯識宗罵
的是空宗的末流，不是罵龍樹等菩薩也是惡取空。空宗的人又說唯
識宗的人執著有「空性」本體。不過，兩者之間，我寧可認同唯識
宗的人較有道理，那種虛無主義傾向是要不得的，國家會亡，人會
墮落。佛教自從空宗一流行，中國人受到影響，面對種種事情都馬
馬虎虎就算數了。這些是受了虛無主義的影響，欠缺了積極的精
神。唯識宗的人則較為積極。
大乘瑜伽菩薩戒裏其中有一條戒謂人不應該偷東西的，那件東
西不屬於你的，別人不同意的，你拿了便是犯戒。但如果你拿去的
後果與不拿去的後果比較，對整體人類的效果更好一點，你應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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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做壞人固然是空的，做好人就不空嗎？這樣，做壞人也空，

過你的良知去做。縱使偷了別人的國家，譬如君主有統治權，如果
他暴虐地迫害人民，你有力量廢除他便應去做，那不只不是偷，還
有功德。如果這個社會有個官吏貪污瀆職，做對不起老百姓的事，
你有力量便應革除貪官的職位，這樣做並不是搶去他的地位，不是
犯偷盜戒，這樣做是為了民眾的福祉，更有功德。這些都是很有積
極性。
一般而言，我們說謊是不對的、犯戒的。但有一條菩薩戒說
明，如果遇上了不說謊便會有不良後果的，即說謊就沒有這種弊病
時，你須透過你的良知而說謊，不說謊反而是犯戒的。譬如兩個國
家打仗，敵人來到，要殺光一條村莊的人，半路上遇到你，問你那
條村莊在哪裡？如果你不會變通地不說謊，告訴敵人村民在那邊，
如果這樣，那些敵人就會馬上殺光村莊裏的人。那時透過你的良
知，你應該要說謊，故意指東指西地誤導他們去別處，並找機會去
通知村民早點逃離，免得被殺，這樣便可以保存很多人的性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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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現在提倡環保，很多人素食，認為我們不應該侵犯動物的
生存權利。佛家也認為不應該為了自己的口福享受而殺害別的生
命，這條戒稱作「不殺生戒」。但是，菩薩戒舉了一個例，譬如
大家正在乘坐一條載著幾百人的大船，其中有個大賊准備殺光所有
人，以奪走他們的財寶。假使你力所能及，應該透過良知殺死這個
賊人，目的是救數百人的性命，這樣做縱使會受到法律制裁也在所
不計。如果你不殺，你就犯戒。
佛教戒律中出家人不能行淫。在家人不能邪淫，正淫是可以，
即是你娶妻子就可以，與有婦之夫或有夫之婦行淫就犯戒。縱使你
沒有妻子而與別人亂搞性生活，也是犯戒。如果一個男人遇到一個
女人，若與對方相好結合，可以鼓勵她由邪路走向正路的，你應
該去行淫。但要透過你的良知，確是如此才行。不只無罪，還有功
德。不過，這條只限於在家人，出家人不能犯這條戒，因為已經發
誓出家，就不應犯邪淫戒。可見唯識宗所守持的瑜伽菩薩戒含有積
極性的作用，能夠建立社會道德，不會落入虛無主義。

唯識宗的觀點承認現象界裏面是有本體的。空宗就不說本體。
空宗只把它作空的狀態解釋，即是解作不實在的狀態，因為它很着
重辯證的矛盾，所以「空性」是一個雙範疇。所謂「空性」是指空
的狀態，不是指本體。「空」字含有兩個意義，第一，無自性。
「自性」兩字作實質解釋，無實質的意思，就是「空」。第二，
「空」是無自性的。無自性不等於無，不等於不存在。眾緣結合，
「緣」即是條件，當條件結合的時候，就有一種東西產生了，叫做
緣生。緣生即是幻有，不是實有。譬如一輛Benz車，那輛Benz車
是無自性的，沒有自己的本質，無實質的，完全是零件的組合，如
果拆除了零件，就根本沒有Benz車的作用，故說是「空」。雖然無
自性，無自性並不等於無，當條件和合，即各種零件配合時，整輛
Benz車就存在，且有作用。緣生幻有，無自性所以「非有」，緣生
所以「非空」，這是辯證的矛盾。「空性」就是「空的狀態」這樣
解釋，空的狀態並不等於無，空的狀態包含雙範疇，一個是「無實
質」，一個是「幻有」。

即是指一切現象。一切現象的屬性稱作「空性」，「空性」不過是
屬性，沒有所謂「本體」。按照空宗的說法就以現象界為主，所謂
「空」就是現象界那些現象的屬性。唯識宗卻不這麼認為，它以空
性為本體，而一切現象不過是本體所顯現的屬性，剛剛相反。這樣
就各自有各自的道理，我們很難判斷它的得失。我的選擇呢？就會
選擇唯識宗。因為空宗這樣說，在哲學上是「唯現象主義」，不承
認有本體。它的所謂空性不過是空的狀態，所謂真如不過是空的狀
態。你修行體驗到這種狀態就稱作證涅槃了。
有一個俄國人，名為Stcherbatsky，他認為所謂涅槃，所謂空
性，不過是一種相對的關係。所謂涅槃，不過是體驗那種相對的
關係。Stcherbatsky寫了一本書稱作《涅槃論》（“The Conception
Of Buddhist Nirvana”），我就不太喜歡他的講法，Stcherbatsky的
這種講法雖解釋了一種道理，但對實際修養是沒有什麼益處。唯識
宗的觀點是肯定有本體，一切事物不過是本體所顯現出來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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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空的狀態是萬事萬物的屬性，狀態是一種屬性。萬事萬物

.

本體稱作「體」，一切現象名為「用」，體和用有種不即不離的關
係。
空宗就不說本體，就現象說現象，本體不過是一種抽象的概
念，就事論事，我們看得見的顏色、聽到的聲音是存在的，但這種
存在的現象不是真實的存在，是幻的存在。因為是幻的存在，所以
我們可以改變的，可以改進的。以現象界的東西為本位，它的屬
性就是「空性」。那麼，就沒有所謂本體了，現象界就是體，「空
性」是它的屬性，不過是一種空的狀態，這種現象是雙範疇，一是
無自性，非有；二就是緣生，非空。
大乘佛教的空宗和有宗，這兩種不同的觀點，互相辯駁了千多
年，結果辯駁到佛教滅亡為止。後來佛教到了中國，由唐朝至今，
空宗和有宗還是在不停地互相辯駁。
《解深密經》中有一品名為〈勝義諦相品〉，它譬喻體與用的
關係，「體」猶如戒指裏面的黃金，「用」猶如黃金所現的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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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體與用的關係就是非一非異。
總括而言，佛教的唯識宗認為此世界及人生皆是由我們的心變
現出來的。所謂心，即我們生命中的八個識。其中的眼識、耳識、
鼻識、舌識、身識，即五種感覺；意識，即是思維的作用；末那
識，梵文是manas，即是思量，常常想着「我」，即是自我意識。
我們覺得有個「自我」，這有兩種，一種是有意識的執著，這個是
我的，那個是你的，這種是意識上的執著。還有一種是無意識的執
著，常常都覺得有個自己，不理性的執著就屬末那識。意識是有意
義的執著，而末那識是無意識的執著，只是覺得有個自我存在。第
八識叫阿賴耶識，阿賴耶即含藏一切種子。種子即是功能，前七識
的種子也包含在內。此八識統稱為心，佛家唯識宗的所謂心，就是
這八個識。
每個識皆有其附屬作用，稱為心所有法，簡稱作心所。心所的
意思是心的附屬作用，英文譯作mental factors，mental就是精神，

factors，因素、因子。心與心所各有兩類，一類是清淨無漏的，要
見道後始略起作用，成佛後乃流行無礙；另一類則為處凡夫位的有
漏心與心所。有漏的心和心所又名「虛妄分別」。
為什麼叫它們做虛妄分別呢？因為佛家認為一切現象本來是
不實在的，但我們卻偏執之為實在，這不實在的東西即稱為「虛
妄」，凡夫對此虛妄的東西起分別心，執著為實在，此分別心便
稱為「虛妄分別」。由虛妄分別而執種種事物為實有，尤其執我
為實有。
所執的事物雖虛妄，但能執的心、心所卻不是沒有的，故稱為
「有」;「有」即是存在。宇宙間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在佛家
眼中皆是虛妄不實的，但眾生卻執之為實有。山河大地固然是虛
妄，但能執山河大地為實的這種作用則並不虛妄，所以說「虛妄分
別有」。在此虛妄分別之上，實在的能取和所取，是不存在的，故
云「於此二都無」。佛家從認識角度說明世界上的東西不外能取、
所取兩種。能取即能了解東西，所取即被了解的東西。例如眼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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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舌、身、意諸根為能取，聲、香、味、觸、法諸境為所取。阿
賴耶識以末那識為根，此末那識便為能取，所攝持的種子便為所
取。這頌首二句之意為：虛妄分別是有的，但在此虛妄分別之上所
執的實能取、實所取二事都是無的。
「此中唯有空，於彼亦有此」二句中，「此」即指虛妄分別，
在此虛妄分別之中，祇有空性存在。此「空性」與「空」不同。
「空」是形容詞，指假的、不實在的、無實質的；「空性」則是名
詞，是指空的狀態、不實在的性質，亦可說為宇宙本體。
此宇宙的本體不能用感官接觸，凡接觸得到的一定不會是本
體，因為感官能接觸到的，一定是有形有象，有形有象就是現象，
所以本體一定不會是五官所能接觸的。凡夫的五識所接觸的，只是
由本體所顯現的現象而已。即是本體是體，現象是用。意識則可分
析為「有分別」與「無分別」兩種。「有分別」即有概念，「無分

別」即無概念。無分別意識即般若智，能生起無分別的意識，便可
直接體驗宇宙本體，因此概念是障礙，無分別則能撇除此障礙。第
七末那識則是盲目的，第八阿賴耶識是機械性的，故此二識均不能
了解本體，能了解本體的祇有意識中的無分別意識，但此種意識在
凡夫位是不現起的，一定要從禪定中修習空觀，將我執，以至對其
他一切事物之執著次第撇除，「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徹底了悟
能取、所取都非實在。於我、法皆空後，空的概念亦要撇除，故說
「空亦是空」。最後，能了解空的道理的智慧亦非實有，都是現象
而已。這樣，撇除一切概念，直至最終豁然開朗，無分別智出現，
當下便證真如本體。這種以「空」作手段而顯露出來的真實體性，
稱為「空性」。故在虛妄分別之上無實能取、實所取，其中祇有空
性。
所謂虛妄分別乃空性顯現的「用」，空性乃為「體」。此虛妄
分別是空性所顯現的現象，並不是離開實體而存在。體與用兩者是
124

不離的，猶如「水不離波，波不離水」。水譬如體，波譬如用。於

《法相學會集刊》第八輯

彼空性之上亦祇有此虛妄分別，故說「於彼亦有此」。所以世界
上一切事物，說其完全空是不對的，因為於空性上之虛妄分別是有
的，但執之為實在亦不對，既不能說之為空無，亦不能說之為實
有，「是故一切法，非空非不空」。為何說「非空非不空」呢？
「有故、無故、及有故」。虛妄分別是「有」故，但於虛妄分別
上的實能取、實所取是「無」故。「及有故」者：謂於空性之上
有虛妄分別，虛妄分別之中又有空性，兩者互有故。若能於此徹
底瞭解「有、無及有故」，便能夠契合中道之義。這樣先解釋了
這首偈頌，以後你就懂得「色不異空，空不異色」的意思了。

( 甲 二 ) 釋正文
凡是看佛經，最重要的是掌握那些科判、科文，即甲、乙、
丙、丁那套方法。你若不掌握科文，是很難理解的。若掌握了科
文，就很容易理解。不過每一個注釋家的科文都有不同的方法。那
麼，你就要選擇。

甲二是正式解釋正文。我會將《心經》的科文分成乙一，乙
二，乙三，即三個部分。
乙一、明能觀智。乙一就是解「明能觀智」。「明」是動詞，
當作說明。「明能觀智」是說明能夠修空觀的智慧。
乙二、辨所觀境。乙二就是解「辨所觀境」，「辨」是動詞，
亦是說明。「辨所觀境」。能觀智是subject，這個是主體所觀的境
object。
乙三、顯所得果。乙三就是解「顯所得果」，「顯」是動詞，
即是說明。「顯所得果」是說明修行所得的果。
很多佛經的內容都是分境、行、果來作解釋的。所謂境，是指
所對的對象和目標。行就是實踐，有了目標，如何去實踐。實踐有
沒有效果，效果如何，就是果。現在解釋《心經》也是分境、行、
果。
125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
切苦厄。
「觀自在菩薩」，觀自在菩薩應該加個逗號。這位觀自在菩
薩，自古以來，有兩個不同的解釋。第一說認為觀自在菩薩即是觀
世音菩薩，理由是西藏有一個《心經》的譯本都說這個是觀世音菩
薩。此譯本說有一個時候，釋迦牟尼佛在靈鷲山，用他的神力加被
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就受到了佛的加被的力量，於是他從定而
起，對舍利子講了《心經》這番說話，這是一個說法。第二說則認
為這本《心經》根本不是觀自在菩薩說的，而是佛說的。此外，也
沒有指明觀自在菩薩就是觀世音菩薩，如奘譯的流通本沒有說是觀
世音菩薩，只是說觀自在菩薩，並沒有肯定說是那一個。
《心經》以前在中國就有六個譯本。另有第七個譯本，英國人
Edward Conze將梵文《心經》譯成英文，而中文大學的劉殿爵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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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一 ) 明能觀智

重譯這英文譯本成中文，在《明報月刊》發表過。又有一個在臺灣
大學教過書的，又在日本取得博士學位的葉阿月，他又將梵文譯成
白話的中文。以我所見的譯本就有八個，不過，一定還有別的譯本
的。
這個觀自在菩薩是第三身，即是佛這麼說：「如果是觀自在菩
薩，就會修行很深的般若波羅蜜多。當這位觀自在菩薩在修行很深
的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他就會照見五蘊皆空。」這番說話是佛說
的，而不是觀世音菩薩說的。那七、八種譯本之中，有幾種譯本都
說明佛是在靈鷲山加持觀世音菩薩說法的。另一些人就以為釋迦牟
尼佛加持觀世音菩薩說這番話，那是後來的人加上去的。因為佛經
裏面，有很多是沒頭沒尾，既無序分，亦無流通分，於是後人便補
加進去。既是加上去的，所以是靠不住的。第一個理由就是這樣。
第二個理由是最確鑿的，所以我就根據這個理由。這本《心
經》除了最後的那些咒語之外，整段完全是在《大般若經》內抄出
126

來的。我會告訴你那一句是在《大般若經》的第幾卷那一處抄出來

《法相學會集刊》第八輯

的。即是說結集這部經的菩薩，他認為《大般若經》裏面這段最精
要，所以就抽出來，就說這一段是般若波羅蜜多的心臟。既然是這
樣，那麼依據《大般若經》就最可靠了，而《大般若經》的〈觀照
品〉是釋迦牟尼佛對舍利弗這樣說的。
《心經》中說：「如果你是觀自在菩薩，你修行般若波羅蜜多
的時候，你就會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跟著又說：「舍利
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若相對〈觀照
品〉，佛則說得較詳細：「受不異空，空不異受，受即是空，空即
是受；想不異空，空不異想，想即是空，空即是想；行不異空，
空不異行，行即是空，空即是行；識不異空，空不異識，識即是
空，空即是識。」1 接著《心經》又說：「舍利子！是諸法空相，

1 (編者按：)「佛言：舍利子！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應如是
觀：……色不離空，空不離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不
離空，空不離受、想、行、識；受、想、行、識即是空，空即是受、想、
行、識。」(見大正7, 11b-c)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2 一直地否定很多相對概念。
然後，「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是故空中無色，空中
無受，空中無想，空中無行，空中無識。」接著是「無眼處，無
耳處，無鼻處，無舌處，」一直十二處逐處數，「無眼界，無耳
界……」一直十二處、十八界、十二緣起這樣無下去，到最後「無
無明」，一直到「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3 直到這裏為止。
這處整段都是在《大般若經》裡抄出來的。那些人注釋《心
經》都不告訴別人哪一段在《般若經》抄出來，他只講這是《般若
經》最精要的地方，將《大般若經》撮要出來的，就只是這麼講，
他應該說明在第幾卷哪一段撮出來。可見很多那些注釋《心經》的
人都沒有讀《大般若經》，當然是指那些近代的人來說。你將這些
出處寫到注釋下面就對了。
《大般若經》裏面有一品叫做〈觀照品〉，就是在這裏抽出來
的，並將它簡化，《心經》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若對比〈觀照品〉，則較詳細些，有「受不異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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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五蘊就是如此觀。既然是這樣，《心經》即是釋迦牟尼佛對
舍利子說的，並不是加持觀世音菩薩所說的。
這樣，你又會問了，那位觀自在菩薩是怎樣來的？

2 (編者按：)「如是自性無生、無滅、無染、無淨。菩薩摩訶薩如是修行般若
波羅蜜多，不見生、不見滅、不見染、不見淨。」(見大正7,11c)
3 (編者按：)「佛言：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修行六種波羅蜜多時，不著色
蘊，不著受、想、行、識蘊；不著眼處，不著耳、鼻、舌、身、意處；不著
色處，不著聲、香、味、觸、法處；不著眼界、色界、眼識界，不著耳界、
聲界、耳識界，不著鼻界、香界、鼻識界，不著舌界、味界、舌識界，不著
身界、觸界、身識界，不著意界、法界、意識界；不著苦聖諦，不著集、
滅、道聖諦；不著無明，不著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
生、老死愁歎苦憂惱；不著四念住，不著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
等覺支、八聖道支；不著布施波羅蜜多，不著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
若波羅蜜多；不著佛十力，不著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
大捨、十八佛不共法、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著預流果，不著一
來、不還、阿羅漢果，不著獨覺菩提，不著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不著諸佛無
上正等菩提……」(見大正7,20c-21a)

觀自在(avalokiteśvara)菩薩不就是觀世音菩薩，你們讀過《大悲
咒》，「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南無阿唎耶，婆盧羯帝爍鉢囉
耶，菩提薩埵婆耶，摩訶薩埵婆耶」，「南無」即是皈依，皈依大
悲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這裏固然可以解釋為觀世音菩薩，即是
《大悲咒》所說「婆盧羯帝爍鉢囉耶」。但是在《大般若經》
裏面，那位觀自在菩薩不一定是觀世音菩薩，那是一個common
noun(普通名詞)。如果你說這位是觀自在菩薩，這個是proper
noun(專有名詞)，即是有一位菩薩的名字叫做觀自在。但如果這個
觀自在菩薩的「觀自在」的名字是common noun呢？那就表示人人
都可以做觀自在菩薩，只要你肯修行，修空觀修到自在便可以了。
那麼，到什麼時候修空觀修得自在呢？假使你間中修一下，這樣算
不算得自在呢？這樣是不算的。要到第八地菩薩才能修空觀修得自
在。為什麼呢？不是說你坐到第八地菩薩的位置上就修得自在了，
而是你修空觀修得自在之後，你就叫做觀自在菩薩。即是說修空觀
修得很純熟的那些菩薩，其實般若即是空觀，修般若波羅蜜多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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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淺，那是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當一位觀自在菩薩修行甚深般若
波羅蜜多的時候，他就會照見五蘊皆空。如果你再譯過《心經》，
這句就會是：「那位觀自在菩薩修行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
他就會照見五蘊皆空。」
我 們 知 道 應 該 是 第 二 種 說 法 才 對 ， 觀 自 在 菩 薩 是 common
noun。你們翻開六百卷《大般若波羅蜜經》卷401，有一品叫做
〈觀照品〉，〈觀照品〉裏面有第二種說法的。這樣，我就交代了
觀自在菩薩是一個普通名詞。而〈觀照品〉裏面這番相近《心經》
的經文其實是釋迦佛說的。
他說當一位菩薩修行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他能夠照
見，很多人解釋這個「照」字解得很妙。所謂「照」字，就好像居
高臨下照下去，好像太陽照在大地。「照」字的意思不是靠普通概
念推理的，而是用無漏的無分別智，好像太陽照在大地一樣，直接
體驗到我們五蘊所造成的生命是不實在的、是空的。

在原始佛教來說，五蘊是指我們的生命。將我們的生命體分析
成五堆東西，就叫做五蘊。原始佛教說無「我」，因為將我們的生
命分析起來就是五堆東西，並不是有一個「我」。那即是說，五蘊
只是用來解釋我們的生命。後來部執佛教興起的時候，就將這個
五蘊推廣，不只我們的生命由五蘊組成，整個世界都是五蘊組成。
整個世界的現象雖由五蘊造成，但五蘊不包括本體在內的。也就是
說，到部執佛教的時候，將五蘊擴大到整個現象界。
「空」有時當形容詞用，即empty，就是不實在的，沒有實質
的。「照見五蘊皆空」，他能證到五蘊都是沒有實在的自體的，現
在很多新一派講佛經的都是這樣。那個「空」字就用「沒有實在的
自體」來代替。不過，我極不主張這種講法。別人一看就懂的現代
語，即是以後都要看你那些解釋了。若是再看藏經就不懂了，因為
藏經是用「空」字，而不用「沒有實在的自體」，沒有人是這樣翻
譯的。這樣就害死那些看這種譯本的人，他們一定要看你的著作，
再看回第一手佛經的資料，他便看不懂了，故此實在是害人不淺
太新。然則，你想引人入勝的話，就用回舊的經文，可採用注釋，
在注釋內用新的白話文字來解釋經文，這就沒有害處。如果連經中
文字也翻成現代語，連那些經文字句也改掉，這樣是不對的。用新
的文字解釋舊的，但不要變動那些舊式的文字。
「照見五蘊皆空」，「照見」的大概意思，就是現量觀照，我
們想了解事理，就一定需要有知識。狹義的知識普通指概念的知
識，廣義的知識就連感覺都包括在內的，佛教的知識是廣義的。佛
教稱知識為量。量者量度的意思。我們用知識去看東西的時候，好
像用一把尺去量度一匹布而知道長闊的尺數。以知識去看東西一定
會有個結果，猶如用一把尺去量布，結果量到多少尺，我們一定會
知道，所以佛家叫知識為量。
量有三種，叫做三量。第一種，叫做現量。「現」含有三個意
義，一是現在，不是過去的回憶，是現在看到的。第二，「現」是
顯現。第三，不是迷迷糊糊的。如果知識含有這三種意義的，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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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在那些新派的，一味用新名詞來代替，搞得亂七八糟，不要

做現量。例如，我的眼睛看到粉藍色，好清楚的，現在看到的，在
我的面前看到，好明顯的看到，所以我看到這幅東西的時候，我的
這種知識就是現量。如果你說，這個東西是粉藍色，粉藍色不就是
一個概念嗎？如果你說它是粉藍色，這就不是現量，這是比量，是
推理。現量是沒有概念的。
普通的現量，我們平時生活上那五官才有現量，還要我們的五
官看東西的時候，第一剎那才是現量，第二剎那已經不是現量了。
為什麼呢？譬如我一眼看向那處，看到這幅粉藍色的東西，當我第
一剎那看到的時候，我只是看到一幅這樣的東西，好像照相機在
照相一樣，你不會思慮它是什麼顏色。第二個剎那才會想，第一個
剎那是不會想。不知道這個是什麼顏色，也不知道這個是藍色的或
紅色的。那個時候，在心理學上就叫做純粹感覺，又叫做純粹的經
驗。這在第一個剎那才有的，若到第二個剎那就沒有了。
第二個剎那我們會怎樣思慮呢？這個是什麼顏色呢？這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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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尋求答案了，只尋求一會兒，知道這個叫做藍色，藍色有很多
種，這種是淺藍，又叫做粉藍。是這樣要多個剎那連續地想，經
過很多個剎那之後，判斷無疑了，確是粉藍，不是黃、不是紅，
沒有錯了，確定是粉藍。那就是第一個剎那沒有概念，純粹感覺。
第二個剎那起，有概念concept。那些心理學說，當我們當下認識
一樣東西的時候，最初只有sensation，感覺，第二個剎那以後就成
為什麼？第一個剎那你不會知道我知道一些東西，第二個剎那就
知道我知道一些東西了，那時候叫做perception。當perception一起
的時候，你就知道自己見到這個東西。第一個剎那，sense，是沒
有meaning，沒有意義的，到最後形成一個concept，這是顏色，這
是藍色。這個概念者，即事物的共通性。藍有多種的，把各種不
同的藍，將它們的共通性抽取出來，就叫做藍。那是經過一種手
續，abstraction抽象，抽取出事物的共通性，那時就有concept了。
我們就會在concept上打轉，會將那些concept互相交疊，那樣便形
成思想了。

第一個剎那就有現量，現量是沒有概念的，第二個剎那起就有
概念了。當你看東西的時候，第一個剎那視覺看東西的時候就是現
量。第二個剎那就起概念，視覺不會起概念的，起概念的是意識。
所以起概念是不關視覺、不關聽覺、不關五官的事。眼識、耳識、
鼻識、舌識、身識這五個識只有現量而已，不會起概念的，要在第
二個剎那意識起活動才會有概念。當你起概念的時候，就會推理、
推論、尋求，好像邏輯推論一樣。我從前見過這種色叫做藍色，這
個是前提，跟著，現在我所見到的形狀也是一樣，所以這個色叫做
藍色。好像三段論式那樣，想完後再檢查有沒有錯，沒錯了，是藍
色。你會駁我：「我見到時沒有這麼累贅的。」是你感覺不到，快
到極了，因為你的腦很健全。如果你的腦遲鈍，真是會寫得出的，
實在是經過很多手續的，如此快的，將概念交疊的，就叫做比量。
比者，比較，我們推理的時候，將那些概念來比較。作推度解釋，
比較、推度所得來的知識，叫做比量。
現在很多人要用現代語來解釋，現量譯作感覺，或者知覺，
不是，或者譯做純粹經驗，沒有概念的，那麼如何解釋它呢？
實證的知識，或者感覺，或者純粹經驗。比量現在就稱為推
理，reasoning。
第三種叫做聖言量。一般人不能得到這種知識，聖人才能體會
到的。這樣我們唯有聽聖人如何去說，他所說的，我們要相信，只
要證明他是真正聖人，我們就可相信他了。這就叫做三量。其實，
聖言量大可不必要的，尤其是在現代。聖言量也是比量。為什麼？
你要先證明他是不是聖人，如果他都不是聖人，胡亂說的，那是不
可信的！你要推斷那個是不是聖人，不就是比量嗎？所以，聖言量
是不需要。陳那就取消了聖言量，但有時候，聖言量又有它的好
處。現代有兩個大佛學家，太虛法師、歐陽竟無都是主張要聖言量
的，陳那則說不需要的，因為陳那的時代需要和外道鬥爭。現代是
需要聖言量的，理由是什麼呢？聖言量即是現在的專家報告，專家
的意見，可以說是專家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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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用感覺，知覺沒有那麼好，知覺應該是perception，感覺就

譬 如 ， 你 有 沒 有 cancer？ 你 不 能 用 你 的 現 量 知 道 你 有 沒 有
cancer，又不能用你的比量知道有沒有cancer，你要找一位專家來
檢查。即是依聖言量說你有沒有cancer，你要相信他，如果專家的
報告也不相信，自己亂來的，你就死定了。這座樓的承托力量夠不
夠？你不要問看門口的那個人，你要問那些工程師，那些工程師的
意見就是聖言量。所以太虛法師和歐陽竟無說現在一定要相信聖言
量。現代有很多不屬於佛教的聖言量，如科學家的報告判斷就是聖
言量，你說全部都要經自己的比量推度所得的結果才相信，那是不
理智的。
一定要相信那些科學家的結論，你不能自己進入實驗室做結
論，所以，現在我們一定要相信聖言量。這一個聖言量是指廣義的
聖言量，並不是指佛、羅漢所講的那麼窄，而是現在合格的專家判
斷。三量之中，這個聖言量姑且不要，現量和比量一定要的。現
量，實證的知識，科學最重要的就是現量，進入實驗室就是為了取
132

得現量。現在的比量還不止邏輯的推理和數學的驗算，只要你輸入

《法相學會集刊》第八輯

電腦的資料正確，電腦所顯示的結果就是比量，比量的範圍很廣
闊。
佛家認為只有這兩種知識是可靠的，這兩種知識就叫做正量。
這兩種知識以外的其他知識就叫非量。非量者，不是正確的知識。
非量一定要排除，正量我們一定要服從。所以，佛教與其他宗教所
不同的特點就是佛教非常尊重知識。
這樣，「照見五蘊皆空」，就是那些觀自在菩薩不是靠比量說
它是「空」的。我和你都是要靠比量說它是「空」的，不能說是
「照見」，只是推論出來的。他就用現量觀照得到，造成我們的生
命的五蘊，五蘊中的每一蘊都是「空」的。「空」解作不實在的，
沒有實在的自體的。
如果你能夠這樣，就可以度過一切痛苦。那觀自在菩薩是沒有
苦厄的。厄即是災難，度即是度過。為甚麼？如果你樣樣東西都明
理，你就會於災害未生時就早作迴避；災害已到，你知道所以然，
安然接受。可以改變就盡量改變，不可以改變，你可以安然受之。

這樣，最低限度能減少災難，減少痛苦。他用誇大的語氣說「度一
切苦厄」。

( 乙二) 辨所觀境
(丙一) 依色蘊以辨四句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釋迦佛又再叫一聲，舍利子啊，「色不異空」，「異」字是作
「離」的解釋，所以，唐朝的圓測法師解釋：異者離也。五蘊中第
一個色蘊，色蘊即物質現象，這個「空」不是形容詞，這個「空」
是指空性。「色不異空」，色蘊不離開空性而存在，猶如波不離
水。又猶如你手上戴的戒指，那些黃而光亮的顏色是不離開戒指的
黃金而存在。這個「空」是空性，是實質，色不過是這個空性所顯
現出來的屬性之一而已，色不離開空。空可不可以離開色呢？色是
現象界，空就是本體，離開現象界去尋找本體又可以嗎？即是離開
色」，這個空性本體，這個真如本體，亦不離開色蘊而存在的，因
為色蘊是屬性，空性是本質，本質不會離開屬性而存在。很簡單
的，不用很玄妙的解釋，有很多《心經》的注釋，將「不異」、
「即是」，解得很玄妙，不需要。
「不異」即是「不離」，不離有兩種，譬如兩夫婦，整天好像
稱不離砣似的，去到那兒都是兩個在一起的，不離的，這是第一種
不離。第二種的不離是什麼？黃金是黃色而光亮的，這種黃色而光
亮的屬性，又不能離開那塊黃金，如果這是黃金就不會離開黃色而
光亮的性質，也是不離。兩夫婦常常相伴是一種不離，黃金質與光
亮的顏色亦是一種不離，顯然是兩種不離。不離有兩種，一種是異
體的不離，兩夫婦不離就是異體的不離，怎樣不離都好，到底是兩
件東西來的，但是戒指的黃金與黃色的不離，是同一件東西，是同
體的不離。「色不離空，空不離色」，是同體的不離，不是異體的
不離，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又即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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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一切有為法，去尋找無為真如又可以嗎？不行。「空不異

( 丙二) 類餘蘊皆有四句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那受又如何？受蘊和空性也是一樣的。受又不異空，空亦不異
受，受又即是空，空亦即是受。想蘊又如何呢？也是一樣的。行蘊
又如何呢？也是一樣的。識蘊又如何呢？也是一樣的。這麼冗長繁
瑣的，我們將它們修辭縮簡，「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亦復如
是」即是也是一樣啊。實際上《心經》已經講完了。以下那些只是
加上一條尾巴，照理應當已講完了。

( 丙 三) 依六義正顯空相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
減。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是」即這個，解作「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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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都是有空性的，同一個空性。那麼這個諸法的空性，「諸法
空相」的「相」是表徵，甚麼叫做表徵呢？譬如醫生告訴你，那
些肺癆的人有一個表徵，一到下午，他的兩顴紅紅的，會微微發
熱，那個就是患肺TB的人的表徵之一了；第二個表徵是什麼呢？
常常會咳嗽；第三個表徵，有時還會咳出血絲之類。表即表現出
來，徵者證據也。「表徵」即表現出來的證據，又可以叫特徵。
特徵比較容易解，你旁邊的人的樣子有甚麼特徵呢？他的特徵就
是臉上有一粒癦，他的肚子很大，那就是他的特徵。
這個諸法空性，一切法都空，空性有甚麼特徵？「是諸法空
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現象界的東西，都是有生
有滅的，這個本體，這個空性從來未曾有生。甚麼叫做生？先前是
沒有的，現在才有，這就叫做生。這個本體既然是本來存在的，
就不會舊時沒有而現在生出來了，這個本體不生，會滅的就不是本
體。現象界的東西，樣樣都是有生有滅，唯有這個本體，空性是無
生無滅的，這個就是本體的特徵。「不垢不凈」，現象界的東西有

些是骯髒的，有些是乾淨的，本體又如何呢？骯髒的東西是由它顯
現出來，乾淨的東西亦是由它顯現出來，它的本身無所謂垢淨。它
所顯現出來的東西，你說它垢，說它淨，這種是價值觀而已，你說
這些東西骯髒不堪，那些東西乾淨清潔，完全是你的主觀判斷。那
本體無所謂垢淨，垢亦是它顯現出來，淨亦是它顯現出來。現象界
的東西有增有減，肥了幾磅就是增，瘦了一些就是減，增亦是由它
顯現出來，減亦是由它顯現出來，但是本體它本身沒有增減。
《心經》依六義證顯空相，空相者，空性之相。「空」指空
性，「相」指特徵。這個空性的特徵，有這六點。其實，怎會只
有六點？還有不善不惡，不高不矮，不肥不瘦，凡是相對的都被否
定，「千不」、「萬不」都是相對的，它不過只用了「六不」來作
代表。

(丙四) 依空相遣六門法

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由空性的特徵便得到一個結論，作一個小結，「是故空中無
色」，有色就有生有滅了，有垢有淨，有增有減，既然空性是無增
無減，無垢無淨，它得到結論，有增有減，有垢有淨的色蘊，根本
就是一種屬性，那個本質空性並沒有這類東西，空性之中並無所謂
色蘊，亦無所謂受蘊，亦無所謂想蘊，亦無所謂行蘊，亦無所謂識
蘊。
若空性即是色蘊，色蘊是有增有減的，他現在去曬太陽，曬得
皮膚黑了，膚色加深了。他住在家兩個星期不上街，皮膚會變白
了，膚色又減了。既然空性是無增無減，也就是空性不即是色蘊，
本體就不即是現象了，本體不即是色蘊。但反面呢，本體又不是離
開色蘊，要這樣理解不即不離，不即是離，在形式邏輯來看，不離
就是即，豈不是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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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 遣五蘊

矛盾有兩種：一種是形式邏輯上的矛盾，犯一個矛盾律是不
合邏輯的；第二種是辯證的矛盾，這個是事實來的。「物方生方
死」，《莊子》中惠施對人說：有些東西當它正在生的時候，也正
在死去。「日方中方睨」，那個太陽正在中間的時候就開始偏向側
了。一種現象結束的時候，同時就是第二種現象的開始了。這種是
事實的矛盾，即是辯證法的矛盾，可以同時並存。
所以，空性與五蘊非即亦非離，非一亦非異，非有生命亦非無
生命，這樣即是說便不對，但又不能不說，不能不用不徹底的話而
說「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禪宗的人最聰明，把你的嘴巴
掛在牆上，就是不要說，開口說話便錯了。禪宗第一義諦是不能說
的，你說「即」又不對，你說「離」又不對，「不即不離」又不對
的。「不即不離」，你執著有一樣東西是「不即不離」也是執著。
凡能說出來的東西，最多是好一點而已，不能說全對，換言之，講
得出的都不對。所以禪宗的人說：「一落言詮成戲論。」一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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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二) 遣十二處

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
佛家有時將我們的生命，甚至將宇宙萬有，將整個現象界分析
成五蘊，但有時就會分析成十二處。五蘊不包括本體，十二處就包
括了本體。我們的生命，內有六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
根，和精神上的意根。根者，當作器官的解釋。外有六塵，或稱為
六境，色、聲、香、味、觸五塵，五塵之外，另有意識所了解的一
切概念、觀念，一切東西無所不包，叫做法塵。六根對六境，即十
二處。「處」者，即是我們認識力生起之處。
十二處和五蘊有甚麼不同？所有物質現象皆屬色蘊，眼根屬於
色蘊，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這五根都是色蘊。意根是識蘊。六
塵中，色塵屬色蘊，聲也是色蘊，香也是色蘊，味也是色蘊，所觸
的境也是色蘊。法蘊有很多，本體就在法蘊內，和一些我們看不到

的物質，例如甚麼呢？所謂原子，微粒子我們是看不到的。觀念、
概念，這些全部都是法塵。那就是將五蘊套在十二處裏面，十二處
較闊一些，五蘊則較窄一些，十二處的法塵包括本體，包括空性，
而五蘊就不包括空性。
你在打坐時，修止觀時，修空觀的時候，就觀這個「我」是空
的，為甚麼說是空的？其實只有五堆東西，並沒有一個「我」，這
樣就空去「我」。繼續空去五蘊，五蘊逐蘊空去，色蘊空，受蘊空
等。當我們證得空性的時候，不見有色蘊，即是從宇宙的本質上
說，並沒有所謂色蘊的，色蘊不過是宇宙本質所顯現的一種屬性而
已，那就是色蘊空。其餘的受蘊、想蘊、行蘊及識蘊也不過是宇宙
本質所顯現的屬性，所以五蘊空。
佛在小乘經裏面，時時論證「無我」的道理，人的生命不過是
五蘊，所以那個「我」是沒有的；有時會說人的生命裏只有十二樣
東西，只有「十二處」，並沒有所謂的「我」，「無眼耳鼻舌身
意，無色聲香味觸法。」處即地方，眼處，眼是一處，顏色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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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是我們認識力生起之處，十二處亦空。

(丁三) 遣十八界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佛有時推論這個「無我」的時候，認為眾生的生命不過是十八
類東西組成的，「十八界」，「界」者，作因素解，因也。所謂我
們的生命不過是十八種因素造成而已。十八種因素，「眼」指眼
根，眼根就對色境，眼根與色境相對的時候，就產生眼識了。耳根
與聲境相對的時候，就產生耳識了。鼻根與香境，這個「香」是廣
義的，包括臭在內，相對就產生鼻識了。舌根與味境相對，就產生
舌識了。身根與所觸的境相對，就產生身識了。一切事物叫法境，
意根與一切法，相對就產生意識了。整個生命都不過如是。

「十八界」的內容與「十二處」是一樣的。「十二處」就包括
了整個生命，推廣就包括了整個宇宙，「十二處」的意根裏面包括
六個識，它在「十二處」的意根裏面抽了五個識出來，將它們獨立
成各別一個「界」。
意，意即是心意，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不過都是
心意、認識力而已，將這六個識合起來，放到意處，那就是十二種
了。如果你在意處抽出這六種東西出來，那就是十八種了。就是這
樣，排列不同而已，其實一樣的。佛有時對人說「五蘊」，有時對
人說「十二處」，有時對人說「十八界」。這樣，最初只是分析眾
生的生命，慢慢地擴展到整個宇宙，整個宇宙都不過如是。
譬如我，我所見的宇宙，就是這十八樣的東西。我的眼根，裏
面的視覺神經，我所見到的種種顏色，我看東西的眼識，認識力，
感覺；耳根，我聽到的聲音，然後產生耳識。同樣道理，鼻根，香
味，鼻識；舌根，味道，舌識；身根，所觸的冷熱、輕重，觸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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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十八界」，每個人所見的宇宙都不過這十八種，所以，「十
二處」和「十八界」既可以作個人生命的分析，也可以是宇宙萬有
的分析。但是，「五蘊」只是現象界的分析，並不包括本體。那
麼，「五蘊」是空的，「十二處」也是空的，「十八界」也一樣是
空的。我們修止觀的時候，觀「十八界」都是空的。

( 丁 四) 遣緣生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佛家說輪迴，因為印度古代的思想都是相信輪迴的，那麼輪迴
的狀況是怎樣的呢？在小乘經裏面，有些將輪迴的狀況分成七段，
七個階段，有些將它分成九個階段，最後，比較進步的，就將它分
成十二個階段來解釋輪迴，這樣就是「十二有支」。「十二」就
是十二段，「有」就是存在，生命的存在，「支」就是階段，將生

命從時間的先後，將它分成十二段。猶如「五蘊」、「十二處」、
「十八界」，好像切花一樣，是橫著的切成五種、十二種、十八種。
「十二有支」，又叫做「十二緣起」，「緣」者，就是條件，
「起」就是生起。前一段作為條件，就產生後一段，後一段為條
件，又產生再後一段。前段為緣就產生後段，這就叫做「緣起」。
「緣起」舊譯譯做「因緣」，譯得不好，譯作緣起會好一點，舊譯
譯作「十二因緣」。這個「十二有支」或「十二緣起」的第一段就
是「無明」，「無明」即ignorance，無知。佛家所講的無明兩字，
如果用現代語來說，用「無知」兩字太籠統，你可以用無理性的衝
動，盲目的衝動。照佛家的看法來說，我們有生命的人和動物，都
有盲目的衝動。譬如，你好好的在這處，好和平的，忽然間你想起
一些問題的時候，你就會憂從中來，並有一種衝動。如果有人得罪
了你，你就會急躁而先起個衝動，跟着就發脾氣。那些出家人因為
食齋，衝動比較少。那些在家的人因為食肉多，以食肉為緣，衝動
特別厲害。尤其是西方人多食牛扒，打架也凶猛一些。不只佛教，
叫人食長齋，是來到中國才這麼嚴格。佛只是不准出家人買肉吃，
別人給你的是可以食的。因為你是乞食的，不能揀飲擇食，別人給
你食咖喱雞，你說你不食了，那怎麼行呢？你拿一個砵給別人裝食
物後便要拿回去食的。
不只佛教勸人不要吃那麼多肉，因為食肉多會衝動，飲酒更加
容易衝動。最不好的是性慾的衝動。如果是吃素，減少食肉的衝
動，比較冷靜。食得肉多，你試一試，那些常常吃煎牛扒的人，
見到異性會急色的，尤其是那些飲酒的。你食了洋蔥煎牛扒加兩杯
酒，一食完之後，若有錢的話，就會想去舞廳，又想去找女朋友。
如果你吃素，心就會冷靜。所以，出家人吃素，並不是甚麼大功
德，你不吃肉是沒有過失而已，有甚麼功德？是不是？你應該要食
肉的嗎？不應該食別人的肉，不應該食眾生的肉。我現在不吃肉
了，就是沒有過失，不是功德。你救別人的生命，這些就是功德
了。功德是積極性的，不吃肉不過是消極性地無過失，不過，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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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其它很多宗教都勸別人減少食肉，但不會叫人食長齋。佛也沒

過失都是好的。那麼，一有了無明衝動，跟著其他的煩惱就會起
了。
如貪心，想佔有，在理論上是那個無明衝動先起來了，其實這
種盲目的衝動一起就一齊起了，在那剎那就起了，貪、嗔、癡其實
應該是癡、貪、嗔。那個癡，即是無明，最為重要。那麼，以無明
為中心，圍繞無明的還有貪、嗔、慢等等其他生命裏面的惡的勢
力，那些所謂的煩惱。這些煩惱，就像一個集團，就以無明為代
表，所以「十二有支」裏面的無明，不只是一個無明，而是以無明
為代表的一個煩惱集團。譬如我從前生講起，前世我有八十歲，由
出世到死的那一天，八十年裏面，沒有一天未試過沒有那種無明的
衝動出現的。這樣，你會說，我在書房安安靜靜地聽音樂，沒有無
明衝動了吧？聽音樂是藝術，為何你會欣賞藝術？有種藝術的衝
動，你隨便翻開一本《藝術概論》看一下，藝術的起源亦是來自藝
術的衝動。文學的起源，為什麼我們想做一位詩人，要唱首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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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力，有種遊戲的衝動，遊戲的衝動就是無明，無明就是一種衝
動。所以，一世人之中，幾乎沒有一刻是離開無明的衝動的。在佛
家是這樣看的，至於合不合道理呢，那就要你自己去體驗了。
不過，我介紹你這個做法，你冷靜下來，會不會覺得好像時
常有一股力量是不能講邏輯的。總之沒有理性，但有一種衝動
力，時時令到我們不安的，這個就是無明，我們可以體驗得到。
這個無明是和意識一起有關聯。還有和其他有關聯的無明，我們
心靈的深處，那些無明是很厲害的。你讀讀弗洛伊德Freud精神分
析那些書，你就很可能承認我們心靈的深處不斷有一種無明。譬
如，Freud的早期的精神分析說，我們的行為都是由兩種東西推動
的較多，一種是自我之愛，第二種是異性之愛。我們的行為出發
都是為己的多，自我之愛；或為了追求異性之愛。一切行為的推
動，都是為了達到這兩種的效果。你會說：「我不是這樣，我想
要的是名譽，我只想要名，又不是想桃色，又不是想甚麼自我滿
足，我不過只是想要名。」為甚麼你想要名？有了名，就有利，有

了利就會滿足你的自我，有了利，你娶老婆的嫁粧也會好一點。推
理下去，都是那一套，自我的滿足。為甚麼我們好食？古人說，
「食色性也。」我們要食是為了維持這個「我」，不然吃來幹甚
麼？那麼辛苦，又要幹這，又要幹那，無非想維持自我而已。孔夫
子都承認，食色是人人都有的，為甚麼你要食、要色呢？為甚麼你
不冷靜呢？因為以無明為首，其他的一切貪、嗔等便會一齊生起
的。那麼，前世就不斷是這樣，由於無明為首，這是第一段。
第二段，「行」，「行」即是行為，behaviour，行為又叫做
業。有無明和貪、嗔、癡等等，就令我們作業。作甚麼業呢？為了
滿足自己，侵害他人也不定；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命，我們要經營商
業，又要去謀生工作等等的行為。由「無明」而有「行」了，這個
「行」字，如果照中文就應該讀「杏」，行作名詞，用去聲。如
果用作動詞，行路，行為，則應讀作「恆」。那麼在佛經裏面就
說「無明緣行」，佛經難看懂就在於這些語句。甚麼叫做「無明
緣行」呢？原來他這樣解釋的，以「無明」為「緣」，緣即是條

以「無明」為「緣」而產生「行」，這個就是「無明緣行」。
若有了行為，譬如你前世八十歲，八十年行為的積累，每一個行
為都會引起後果，每一個行為都叫做「業」。這種「業」做了之
後，「業」的效力就依附於你的生命裏面，那麼依附在哪裏呢？
另外有個解釋的。總之，這種「業」依附在你的生命，有了這種
「業」，你前世八十歲死了，你作了八十年的「業」，你死的時
候，這段生命就結束了。當你這一段生命結束的那一剎那，就是你
另一段生命的開始，這就是輪迴。
譬如，你現在死了，你這段生命結束了，假使第二段生命你應
該去非洲做王子的，那為甚麼會突然間去非洲做王子呢？你的業力
驅使你去非洲做王子，是可以的，但是那個非洲的王母，可能未有
適當的機緣讓你投胎，換言之，那個非洲的大王和王后，他們都
沒有敦倫，那你想去投胎也不行啊！即是在前生及下一生的中間時
間，你有一段真空的時間。你的生命怎樣度過呢？於是，在佛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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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就產生「行」為了。

有所謂在中間過渡時期的生命，即是我們那些殘餘的精神形成了
一種中間的存在，「有」是存在，即是中間的存在生命，舊譯譯作
「中陰」，但有些人喜歡加個「身」字，説他有身體的，就叫做
「中陰身」。那些不太識字的人，就會將「陰」字讀「音」，讀
「中音身」。這個「陰」字作積聚解釋，「陰」應該讀「蔭」，讀
「中蔭身」。這個「中陰身」是中間過渡時期的生命。
那麼這個「中陰」是怎樣的呢？我們一死的時候，小乘就說是
業力的衝擊，使我們殘餘的精神會形成一個很稀疏的身體。大乘的
唯識宗就說當我們死的時候，我們的生命的本質就叫做阿賴耶識，
那個阿賴耶識即刻形成了另一個很稀疏的身體。這個身體到處飄
蕩，如果他作惡業多的話，他或者會下地獄。甚麼情況叫做下地獄
呢？就是當他的「中有」飄飄蕩蕩的時候，會覺得很陰森，很痛，
見到很悲慘的景象，很恐怖，他又很疲倦，又不能休息，當他一休
息的時候就死了。唯識宗就說他的阿賴耶識即刻顯現成一個地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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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地獄的眾生不是我們人的樣子，他的業力形成很醜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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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惡相的身貌。譬如你生時作了殺人全家、殺父母的業，這種人死
後，就會有這種結果。
其次，就生在鬼道。那個「中有」到處飄蕩，見到一種鬼的境
界，比較我們人間沒那麼好，比較陰暗的一個世界，去到那處就覺
得疲倦，當想休息時「中有」就死了。死後，他的業力或者第八識
呈現一個鬼的身。鬼就有多種，有些像人，有些好豪爽的鬼，有
些鬼住在鬼界，有些就寄居在人間。怎樣寄居在人間呢？譬如某處
地方起一座廟，正好他來到這處，他就做這間廟的神。他做這廟的
神，會找很多嘍囉、很多隨從，他就做首領，現在的車公廟、黃
大仙都是這樣。所以，佛家叫大家不要拜神，你拜的神就是這類東
西，你建的關帝廟裏面未必就是關帝，有些做首領的鬼就會走來，
佔據了廟來享受，那些有福德的鬼就是如此。
那些沒有福德的鬼，如果在鬼界，他們是很慘的，沒有東西
吃，很辛苦的。如果他寄居在人間，會專門蹲在殺雞殺豬的地方，
那些雞屎、豬屎，在雞腸棄置的地方，他們就吸那些氣味作營養，

有些鬼專吸這種味道。有些就專吸人的口水痰的味道，一有口水
痰，他們就走來吸。如果你行衰運，有些鬼就專門吸你的氣。如果
你當旺，你的身體會有放射的光明，那些鬼就不會走近你。如果你
剛剛行衰運那類，或者身體虛弱那類，那些鬼就會到你處，吸你的
氣。那些就是人間的鬼了，就是衰鬼了，都有很多種鬼的。我舊時
有一位世伯，叫做趙釗，我和他逛了兩次街，令我很害怕，原來他
隨處見鬼。他是基督教徒，但他能見鬼，他永遠不會走近燒臘鋪，
一走近燒臘舖就說：「走這邊！走這邊！」我問他為什麼這樣，他
就說「好多鬼附在那處吸叉燒、燒肉的味啊！」他不吃叉燒、燒肉
的。那些燒臘檔蹲滿了鬼在吸那些氣，他是這樣說的。不過，佛家
都這樣認為。有些「中有」會變餓鬼的，生在餓鬼界的。
如果出生做人呢？看你的業力如何，你的「中有」，和你有緣
的，你就會見到。譬如你與中國人最有緣的，你的業力驅使你做中
國人，你是見不到老外的，就只見中國人。如果你是黑人就會見黑
人。因為他的「中有」的density密度很鬆，好似電子一樣，那些電
間有些間隙，電子可以通過，密度很疏，那個「中有身」可以穿堂
入室的。
如果你剛剛娶老婆，就正好了。你與老婆在洞房花燭時，這個
「中有」就來蹲著看，好像那些人看成人電影一樣。這些「中有」
有一類是陰性的，有一類是陽性的。如果是陰性的「中有」，則將
來第二世會做女人的，而陽性的「中有」就做男人。陰性的「中
有」在看的時候會喜歡那父親，但討厭那母親，希望那母親離
開，讓她取而代之。這樣，她越看越緊張，在最緊張的時候起了幻
覺，就自己撲向父親身體那處，一撲過去的時候「中有」就死了。
如果「中有」死的時候，剛好那個父親有精子和母親有卵子在那
處，舊時父親的就叫做精，今日母親的就叫做卵。舊時母親的卵叫
做血，舊時中醫說父精和母血結合而產生生命。在佛家認為並不這
麼簡單的，父的精和母的血結合，再加上那個在看著的「中有」，
當他一死的時候，業力驅使他的神識，唯識家稱為第八識，就攝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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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也可以通過。那些電子的距離很疏，鋼鐵的原子聚在一起，中

父母的精血裏面，於是那個比芝麻還小的胚胎就有了生命。那即是
甚麼意思呢？這個生命是有三個人支持的，精子是由父親的第八阿
賴耶識變，那個卵子是母親的第八識變，那個生命就是那個投胎者
的第八識變，於是就形成了一個胚胎，這個就是他了。當他撲過去
的時候，投胎時候的識神便入胎了，那麼做人就是這樣。這個是佛
家說的。
如果他是生天的「中有」，又會看不見人間和地獄的，只是看
到很美妙的天界。天有色界天，有無色界天，有欲界天。如果他生
在無色界天，就沒有「中有」的。他死後就入了無色界定，壽命很
長，世界變換了幾次，他都未死。他一出定就死了。無色界是沒有
「中有」的。如果他生在色界又如何？色界沒有男女情慾的，他不
會看到男女敦倫的情景。那個「中有」很光明，很輕鬆的到處遊山
玩水那樣，去到一個地方很美妙，最適宜入定，於是他就在那兒入
定了，當他一坐下來入定的時候，那個「中有」就死了，那個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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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投生在色界天了。
如果是生在欲界天的呢？，他就看見欲界天上那些很美麗的天
女，就好像柏拉圖戀愛差不多。他不會像人間那樣看到兩性的交合
的行為，他看到很美麗的天女時，雙方便相視而笑，他的中有就在
那時走向天女身旁，然後死了，他一死就寄托在天女的身上而形
成了胎。當這個胎成滿的時候，那個天女覺得自己要生孩子了，便
生起幻覺，覺得有一團光在大腿膝蓋上，那一團光令她感到很愉快
的，不一會兒就有個小孩出現，欲界天就是這樣的。這都是識的作
用，即最初成胎的那個識神，「識」是第三支了，主要是為人類而
說，因為我們是人。
第四支是「名色」，「名色」是甚麼呢？我們的生命是色受想
行識五蘊。五蘊的第一個色蘊就是「色」，即有形象的物質，其他
的四蘊是無形的精神，那四蘊就叫做「名」，即是有個五蘊存在
了。由入胎之後，立刻就有了五蘊的生，即是我們人間最初比針鼻
還細的胎，就已經五蘊具備了，那個就叫做「名色」。即是在母親

身體裏面，最初形成胎的那一點點東西，叫做「名色」。這個「名
色」不斷地發展，發展到兩三個月之後，就整個像手指節那麼大，
好像一團肉那樣。再過多五六個月，就好像那些放在酒精裏浸泡著
的標本，像個娃娃一樣。大約到八九個月，就五官具備了。
這樣最初就是「名色」，由「名色」一直發展，就叫做「六
處」，又叫做「六入」，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具備了，第五支具備
了。到這處已經是兩世了，「無明」和「行」，這是前世。那麼今
世又怎樣？由「識神」入胎開始，由「識」變成「名色」，由「名
色」變成「六處」具備。「六處」具備之後，差不多九個多月或十
個月，他就生出來了。一生出來就是第六支的「觸」。這個第六支
的「觸」是另有意義的。在媽媽的胎裏出來，接觸這個新的世界，
「觸」的意思是接觸，接觸新世界。由「識」入胎後，到「觸」是
經過很多個月的。「名色」就有三四個月，「六入」又有三四個
月。「觸」是由出世到兩三歲的時候，對世界是沒有甚麼感受，肚
餓時就哇哇叫，吃飽了就睡覺，渾渾噩噩，有知覺而沒有明顯的概

大概是兩三歲以後，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漸漸清楚了。那些東西
我們覺得舒服的，那些是我們不舒服的，何者是苦，何者是樂，很
明朗清楚了，這是第七支的「受」。何者是苦？何者是樂？是由兩
三歲一直到五六歲的階段。
第八支是「愛」，「愛」就是煩惱，本來與「無明」相依，一
直跟隨下來，現在起現行了。到七八歲時，如果是女孩子，見到五
顏六色的東西就要打扮了，起愛了；男孩子亦有好多東西想要，起
愛了。到九歲、十歲時還有很多東西會起愛的。「愛」的發展，到
了十三、四歲更不得了。譬如在學校讀書，見到旁邊一個頗漂亮的
女孩子，就會和她古靈精怪地起愛了。如果你十五、六歲，就更加
不得了，寫情信都有份的，那時候，「愛」起了。
「愛」之後就是第九支的「取」了，堅固執着，追求，非要不可
那樣。「取」是「愛」的進一步，每樣事物都堅固執着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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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這是「觸」。

不只貪色，要娶老婆，吃要吃好的，沒有吃的要去找吃的，為了達
到食色的目的，追求功名，要賺錢等等，這些都是「取」。
一世人經歷很長時期去「取」，去追求，「取」的結果就是第十
支「有」了。這個「有」即是存在，來生的狀況已經存在了，這個
業力決定了來生，「有」，來生發展成好與壞的資料已經具備了。
這個「有」是很長的，由十來歲一直到死的時候，就幾十年了，
最後還是不免於死，這個「有」包括了死。死了之後「中有」又生
了，投胎又有第二世的「生」。這一段是今世。生的結果，第二
世的生，有生必有死，於是有第十二段了。有生就必定會「老」，
老了就肯定會「死」。當死去之後，又有個「中有」及入胎的
「識」，「識」之後是「名色」，這樣下去永遠無窮。這生命的無
窮進展，就以這十二段來做代表，此謂之生死輪迴，亦謂之生命的
流轉。
換言之，並不是閻羅王、牛頭馬面那些規定你這樣輪迴的，而
146

是你的行為。你的行為就是閻羅王，你的「業力」就是閻羅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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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說閻羅王，又說甚麼甚麼的，這是舊時代文化未很發達，你為
他們說生命的哲學，帶有哲學意味的道理，一般人怎會明白呢？最
好是作出一個閻羅王之類的來解釋，令他們不敢胡作非為。這樣就
是「十二有支」的生死輪迴。生死輪迴在現象界內煞有介事，又說
要修行，又說要解脫等。如果當你證得真如，證得本體，和本體合
一的時候，你見不到有「十二支」的，「十二支」都不過是幻象，
由本體顯現的幻象而已。在這本體裏，在這「空性」裏，並沒有這
十二種東西，即「無無明」，根本就沒有所謂「無明」。這樣，沒
有「無明」就沒有「行」，沒有「行」就沒有「識」，沒有「識」
就沒有「名色」，一直無無無下去，連生、老死都沒有了，所以連
老死都是幻的，「十二有支」都是「空」的。這樣，「無無明」已
解釋了。
「亦無無明盡」又怎樣解釋呢？原來佛家說我們常常生死輪
迴，就是這十二段。我們常常生死輪迴是沒甚麼意義的，今世你
和你的母親非常的恩愛，第二世你的母親又不知是否去了南美洲做

王后，而你可能去蒙古做騎士，多麼恩愛的母子都無法碰頭。又
你夫妻很恩愛，一個先死，另一個後死，縱使一齊死，每個人的
業力不同，可能你第二世做豬肉鋪的老闆，而你的太太就做豬，
你就買了些豬回來殺了牠們，說不定的，因為這是隨業流轉。人
生就是如此，就變成了完全沒有主宰的人生，你我都沒有主宰。
那麼這種做法不行，沒有意義，是嗎？不如不要這樣，停止了它
吧！Stop了它，苦集滅道的滅，滅就是stop，滅字譯做stopping。
苦集滅道的英文比中文還容易解，苦就是ill，ill就是不舒服意思。
集，collection，招集；滅就是stopping；道，way。所以，你們學英
文出身的人，看英文的佛經比看中文的還更容易。這樣，生命如此
就沒甚麼意義了，不如讓它熄滅，不要它了，就有一種新的狀態，
那就是沒有了生死輪迴的狀態，好像那盞燈熄滅了。涅槃就是這
樣，熊熊的火吹熄了它，小乘的涅槃就是這樣。大乘就不是這樣，
本來小乘的涅槃就是吹滅了那盞燈火的意思。
就小乘來說，我們的生命這樣是沒有意義的，不如不要，停息
叫做涅槃，nirvā a。涅槃又叫做「寂滅」，寂者，全部生死輪迴的
東西都沉寂了，即是生死輪迴的因，「無明」和「行」都沉寂，不
再造作，這個因沒有了，果也沒有了。涅槃又譯做「解脫」，為甚
麼呢？那時候是真正的解脫。我們好像擔着生死輪迴的擔子，現在
我們解脫了。那麼如何得到解脫呢？釜底抽薪，我們想沒有老死，
要怎樣呢？你不要生，就沒有老死。為甚麼會有生呢？因為你有追
求執著，「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
「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滅，那盞燈
便熄滅了。
大乘就不想吹熄，雖然你自己吹熄了，還有很多你多生以來的
那些媽媽，那些爸爸。差不多世界上的人沒有一個不做過你的爸
爸，沒有一個不做過你的媽媽，你自己自了就離開嗎？你了解那
個道理就行了，不用吹熄的，用你的般若智慧控制一切。如果這
樣，吹熄了的就叫做「無餘涅槃」，不吹熄了的就叫做「無住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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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個生死輪迴的現象，沒有了生死輪迴的這種狀態，那種state，

槃」。這樣，一直順著下去就叫做「流轉十二支」，倒過來的，一
處斷了，下一處便斷，「無明」滅則「行」滅，那就叫做「還滅十
二支」。這個「流轉十二支」和「還滅十二支」都是現象界的幻象
來的。既然是幻象，我們用修行的力量可以避免，用你的智慧又可
以控制，既不必害怕，亦不必執著它。
所以，當你修止觀修到純熟，那個空性顯現，證得空性的時
候，這個空性就是你生命的本質，亦是宇宙的實體。在你的生命的
本質裏面，在宇宙的本體裏面，並沒有所謂流轉這一回事，既沒有
流轉，亦沒有還滅，流轉或還滅都是幻象來的。所以，「無無明」
是對於流轉來說。還滅就是「無明盡」則「行盡」，「盡」即是已
經滅了。「亦無無明盡」，就是「流轉十二支」沒有了，「還滅
十二支」也沒有了。「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明」盡，
「行」盡，「識」盡，「名色」盡，一直到「老死」盡，「乃至」
即英文的until，乃至到「老死」都沒有，這些都是幻象。就是因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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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五) 遣四諦

無苦、集、滅、道;
有人說「四諦」是有的，原始佛教說「苦集滅道」，但當你證
得空性的時候，「四諦」是沒有的。其實「四諦」都是假設的，並
不是實有，故「無苦集滅道」。甚麼叫做「苦」？由「識」開始就
是「苦」了，「名色」、「六處」、「觸」、「受」，到「受」這
段為止，就是「苦」了。人生是不美滿的。記住！佛家的「苦」
字，並不是很痛苦的「苦」，而是不能美滿的解釋而已。佛家對
「苦」字的解釋很廣義的，不美滿是「苦」，我們不美滿的現實人
生就叫做「苦」。
為甚麼叫做「苦諦」？諦者，實也，實事實理就叫做諦。人生
是苦的，確是實實在在，不是假的，叫做「苦諦」，即是有苦的
人生。換言之，即是有苦的「五蘊」，有苦的「十二處」，有苦

的「十八界」，這些就是苦的人生。「苦諦」不是憑空而來，是
有一種力量招集而來的，由前世的「無明」和前世的「行」，招集
了今世的「苦」。這個由前生的「無明」和「業」而招集今世苦的
人生確是事實，這個道理確是實在的，這樣就叫做「集諦」。「苦
諦」就是苦的果，「集諦」就是苦的因，這就是一重因果。
然則，我們的「苦」是實在的，不能改變的嗎？佛家說不是，
可以吹滅，熄滅了它的，稱為「滅諦」，即我們有涅槃可以證的。
當我們證得涅槃的時候，「苦」的因，那些「無明」和「行」就會
滅。「苦」的因若滅，「苦」的果，「識」、「名色」、「六處」、
「觸」、「受」也跟著滅。「苦」的因滅，「苦」的果也滅，那時
就是一種沒有「苦」的狀態。沒有苦則人生豈不是都毀滅了？他說
不是。小乘叫那時候做「自性涅槃」，大乘就叫做證得法身，即那
個宇宙的本體，你的小我融歸宇宙本體。說句不太貼切的話，當我
打破小我和宇宙本體合一的時候，就是一個永恆的世界，永恆的人
生，這樣就叫做「滅諦」。

麼叫做「道諦」呢？廣說就是「三十七道支」，包括「四念住」、
「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
「八正道」，總共三十七種修道的節目，這些就是廣說的「三十七
道支」。略的話就很多人說，到最後都不過是「八正道」。「八正
道」中樣樣都是正的，邪的不要做。
「八正道」包括:
一、 正見，見苦集滅道四諦之理。
二、 正思惟，佛家的思惟當作「意志」，指在身、語行為以前的
正確意志或決定。我們的意志不要亂，要合理。
三、 正語，說話要正，離妄言、兩舌、惡口、綺語等。不要說那
些罵人的粗言穢語，或者調戲別人的話。
四、 正業，業指一切身體的行動、語言，一切不合理的活動不要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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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滅諦」怎樣得到呢？只要你肯「修道」就可以了。那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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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正命，命即活命，活命的方法，即是職業。求活命的方式，
不就是職業？做正當的職業，不要偷呃拐騙。
六、 正精進，我們要勤力，要精進，但不可勤力做壞事，而對好
的事要精進。
七、 正念，以正智憶念正道而無邪念，如念住於身、受、心、法
等正法。
八、 正定，不要修邪定，成就初禪乃至四禪。
這樣就是「八正道」，如果你能夠這樣的話，自然你會證得涅
槃的。如果你證得空性的時候，你就知道那「四諦」都是幻的，故
「無苦集滅道」。

( 丁六) 遣智斷

無智亦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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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會這樣說，成佛就得到了最高的智慧，即大菩提，bodhi
就是覺悟，大的覺悟，就有了大菩提。修行你會得涅槃的，那麼，
得到涅槃這回事也是有的。但佛說都沒有的，在空性裡沒有所謂
智慧，也沒有所謂涅槃，「無智亦無得」，「智」是指大菩提，
「得」是指大涅槃，都沒有的。只有空性，由空性顯現成為幻象，
菩提、涅槃都是幻象的，「無智亦無得」。
斷「煩惱障」就證得大涅槃。煩惱障者，就是以我執為中心，
圍繞着我執，所有那些貪、嗔、慢等等的一切煩惱，那個集團叫做
煩惱障。這個集團就令致我們生死輪迴，這個就是「煩惱障」。如
果你斷盡了「煩惱障」就叫做阿羅漢，arhat，但不能夠成佛的。真
涅槃，就是在我們的人生本體或是宇宙本體裡面，那種不紛擾的無
為的狀態。我們生死輪迴都平息了，那時候的狀態就是「滅諦」，
已斷了「煩惱障」。成佛還要斷「所知障」。你想證得大菩提，又
要斷了「所知障」。菩提者，即是覺悟。甚麼叫做「所知障」呢？
就是以法執為中心，加上與法執有關的其餘的煩惱，例如貪、嗔等

這些煩惱形成一個集團，叫做所知障。所知者，是指真如，所知障
障礙我們對所應知的真如不能夠圓滿證得。
對於大菩提的內容是怎樣的呢？空宗和有宗有不同的講法，空
宗的講法就根據《大般若經》，所謂大菩提者，內容包括三種東
西：第一，一切智；第二，道相智；第三，一切相智。三樣智的總
和就叫做大菩提。
三種智者，第一種，一切智，這個「一切」兩字，你不要望文
生義，不要以為「一切智」就是甚麼都知道的解釋。所謂一切智
者，是這樣的，宇宙間的一切事物都是沒有那個「補特迦羅我」
的，能夠了解這種道理，而且能夠體驗到，這樣的智慧就叫做一切
智。
現在要解釋甚麼叫做「補特伽羅我」，「補特伽羅」的梵文是
pudgala，譯做人，或者譯做眾生，現代的人很多譯做靈魂，這些
名稱都是意譯。如果直譯 pudgala，應該譯做「數取趣」，「數」
就是屢次屢次，即是 several times，多次多次，「取」，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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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迴的主體就叫做 pudgala，譯做人。一切東西，無論是死物、生
物、動物、植物等等都沒有一個「pudgala我」。在我們中國舊時
很多佛經、佛書裡面將這個「無補特伽羅我」譯做「人無我」，即
是沒有個人的我。又叫做甚麼呢？「生空」，又叫做「人空」，每
個眾生都沒有實在的本質，沒有一個實在的靈魂的。
所謂生空、人空、人無我，即是「補特迦羅無我」，無「補特
迦羅」的我，不只那些死物、那些礦物沒有「補特迦羅」的我，連
那些動物都沒有「補特迦羅」的我，這種情況就叫做「補特迦羅無
我」。宇宙萬象裡面任何一種東西都是「補特迦羅無我」，這個杯
沒有一個「補特迦羅」的我，這個櫃沒有「補特迦羅」的我，這個
人也沒有「補特迦羅」的我，那個人沒有「補特迦羅」的我，那個
佛都沒有「補特迦羅」的我。這個「補特迦羅無我」，是遍於萬物
都有的，能夠了解這個「補特迦羅」是「無我」的這種情景，我們
就叫做了解「補特迦羅無我」了。

我們在普通概念上的了解，不算是真的了解，要怎麼了解呢？
要直接體驗到確是沒有這個「我」的。那麼，怎樣才能體驗？當
我們直接體驗的時候，是沒有概念的。那要怎樣呢？一定要坐禪
修止觀，修止觀的時候，普通在第四禪裡面修觀，修這個「補特
迦羅」的無我觀。就是觀甚麼呢？我們每個眾生，自己或者他人，
都是「色受想行識」五堆東西，「五蘊」假合而成，並沒有一個
「補特迦羅」，不止我這個有生命的人無「補特迦羅」的我，甚至
我這「五蘊」的每一蘊都沒有「補特迦羅」的我，在修觀時，就把
這「補特迦羅」的我在定中空去了。
觀至成熟，總會有一天，你在第四禪裡面，就好像豁然開朗，
真是找一個「我」是找不到的，不覺得有個自己的，那時候就證得
「補特迦羅無我」了，就叫做證得「人空」的真如。如果你是小乘
的人，當你證得人空真如的時候，你就叫做證得「預流果」，成
為聖人了。最初級的聖人已經證得「補特迦羅無我」了，還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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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要的。為甚麼呢？因為他入定的時候證得「補特迦羅無我」，
出定後依然故我，肚子餓一樣要吃飯的，疲倦的時候一樣要睡覺，
沒有辦法的，不過他的過人之處是他入了定可以體驗那個「補特迦
羅無我」，這樣他就證得「預流果」，即證得「初果」。
那麼，證得「初果」，出定之後還會不會執著有個「我」？不
會了！那種分別我執沒有了。但是，我執不只有分別我執，還有一
種俱生我執。俱生我執是怎樣的呢？莫知其所以然。我們常常說：
「我是無我的！我是無我的！」怎樣說都好，但身邊有人用手肘
撞向你，你會說：「豈有此理！」你會這樣的，為甚麼啊？你在保
護這個「我」啊，別人傷了「我」啊！這種是沒有意識的，沒有理
由的，沒有理性的，與生俱來的，這叫俱生我執。在證「預流果」
的時候，只是證到了沒有分別我執，沒有一個「我」，「我」是假
的，但那些俱生我執並未去除。你不要以為這聖人證得「預流果」
很了不起，只是如此而已。那他要怎麼做呢？他要繼續修行，常常
修止觀，修觀的時候就用「無我」的智慧，時時現起，將那些俱生

我執慢慢鏟除，好像磨鐵成針一樣，將它常常磨練，練習得多了，
那種我執將起未起的時候，立刻用「無我」的智慧去挫折它，挫折
得多，就令我執的功能減弱，但不能完全無我執的，否則那就是阿
羅漢了。
這樣，一有了我執，就伴隨著飲食男女之欲而起了。那該怎麼
辦？若修止觀修得多，修「無我」觀修得多，便讓那種飲食男女之
欲削弱三份之二以上。換言之，他食黃豆也滿足了，不一定常常找
魚翅食的；他娶個老婆已經夠了，不會有婚外情；甚至到連老婆都
不用娶，他也可以捱過一世的。這樣的人，就是說飲食男女之欲已
經淡了三分之二以上了，便證得「一來果」，又名「一往來果」。
他這種人死了以後，仍然要輪迴，但輪迴的時間是有限度的。怎樣
是有限度呢？死了之後，去天上或者人間做一世，普通是生天一
世，之後再來生人間一世，「一往來」啊！這樣一往來之後，第
二世他就會證得阿羅漢果。為甚麼呢？因為他一往一來還繼續修
行的，如果他不繼續修行，就不在這例了。普通而言，他慢慢地修
很努力，例如他這一世，證了「預流果」之後，再修行三年，把那
些欲界俱生煩惱削減三分之二，就證得「一來果」。如果他的壽命
很長，再過三年，連那一點點的飲食男女之欲也全部鏟除掉，把那
些欲界的俱生煩惱也全部鏟除掉，他就根本沒有飲食欲，也沒有男
女欲，那時候縱使他死了，想生在欲界也不能生，沒有欲界煩惱，
就不能夠生在欲界。那會怎麼樣？不會再來欲界了，就叫做「不還
果」，「不還果」不能再生在欲界，但會生在色界，那時候還不能
成為阿羅漢。雖然沒有欲界的俱生煩惱，還有色界的煩惱沒有除
掉，見到美色，見到美的畫，美的山水仍然會貪愛，或者入定舒服
會貪愛，所以仍然有貪愛的，不過，就不是飲食男女之愛而已。如
果他很努力修行的話，就連色界、無色界的煩惱也一起鏟除掉，即
生成為阿羅漢，這樣他今世就入無餘涅槃，不用投生去色界了。
如果不還果的聖人還未能將色界的俱生煩惱也鏟除掉，便要投
生色界。色界生在哪裡？生在色界的「淨居天」，這些叫做「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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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往一來之後，他就證得阿羅漢果，入涅槃了。但是，如果他

居天」的人，很多有神通的。這些人在「淨居天」那裡修行，普
通修一世，或者多世，就證得「阿羅漢果」，有些是這樣的。還
有一些很怪的，證得了「不還果」，又未證得「阿羅漢果」，照
道理他應該去「淨居天」再過一世的，但是有些利根的人死了之
後，還沒有投生，都有個中有的，他的中有到處遊來遊去。他平
常時時修定，修止觀的，他就在中有處修止觀，在中有修止觀的
時候證得了「阿羅漢果」，全部鏟除掉了色界、無色界的煩惱。
這種是很利根的人，都不用投生的，叫做「中般」，「中」就是中
有，在中有身裡面「般涅槃」了，入涅槃就不用再投生。還有一些
根性沒有那麼利的，在中有裡面未能夠般涅槃，那麼他會怎樣？就
投生了，化生在「淨居天」那處，或者在色界其他天也不定，不用
入母胎的。出生後一現出色界天的身，即刻就入涅槃了。初投生就
入涅槃，這種比較「中般」鈍一點，就叫做「生般」。
又有些「不還果」一出世都不能證果的，那些又鈍一些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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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用很吃力修行的。這樣，他在色界裡出世了沒多久，就入涅
槃，成阿羅漢了，這些叫做「無行般」。那些證得「不還果」的聖
人，不用怎樣修行就成功地般涅槃，那叫做「無行般」。另外有些
「不還果」又鈍些的，很吃力地修行才般涅槃的，那些叫做「有行
般」。
有些「不還果」一死了之後，直接生在色界第四禪天的「淨居
天」，在那處修行不是很久，又不是很快，又不是很慢，在那處過
一下，修行一下就入涅槃，他就是「全超」了。還有一些蠢一點
的，怎樣呢？「半超」，他生在色界，他不能直接到第四禪天的，
他要怎樣呢？生在初禪天過一世，在那一世裡要修止觀，修完一世
了，跳上第二禪天是不行的。初禪天有好幾層天，跳一層又一世，
再跳又一層，然後跳上第二禪天又一世。第二禪天有好幾層天的，
跳一層又一世，到最後，跳了五、六層之後就入涅槃。這種叫做
「半超」。還有一種最差的，叫做「遍歿」。他在欲界死了之後，
生在色界最底那層天，在那處修行一世，又上一層天，又修一世，

總共二十多層天，層層天他都要過一世，上到第四禪天之頂，即是
過了二十多世，他然後才能證得涅槃的，那種叫做「遍歿」，歿即
死，層層天他都死過了。這些都是「不還果」的聖人。
總之這些都是小乘聖人，即小乘四果的聖人，個個都一定證得
「一切智」。即是證得了沒有個人的「我」的這種智，這種智是小
乘的人一定要有的，沒有就不能證得「阿羅漢果」了，所以叫做
「一切智」，不是說甚麼都認識的智。如果甚麼都認識的那種智，
就叫做「一切智智」，多一個「智」字，「一切智智」即是無所不
知。你們初看《般若經》，忽然間就說「一切智智」，忽然間就說
「一切智」，就會被這些搞得你亂套了。這個「一切智」即是「人
無我」這種智，體驗到那種無漏智，小乘人必須有的，「預流果」
或以上就有的。
所謂「大菩提」就包括「一切智」，阿羅漢就有了，佛也肯定
有的。一個菩薩發了菩提心之後，一路在修行，已經見道了，但是
未成佛，也會有「一切智」，不過程度上有所不同，譬如那個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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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第二種就是「道相智」，「相」者，就是相貌，「道相」即是
修道的相貌，這種是甚麼智呢？不是指小乘的，是指大乘菩薩，發
了菩提心之後，一路修行，以至到成佛。由發菩提心一路至到成
佛，在這個歷程裡面但未到成佛的境界的這種智慧，這些就叫做
「道相智」，即是了解修道的相貌。「道相智」應該包含「一切
智」，但是菩薩有很多種，有高級的，有低級的，低級的就要學
「一切智」，高級的當然有了「一切智」，那為什麼菩薩要學「一
切智」呢？菩薩要度眾生的，剛剛遇著有些是小乘的根器，難道
就不度嗎？所以都要懂「一切智」。這「道相」兩字是唐玄奘法
師譯的，後秦的鳩摩羅什就譯作「道種智」，種類的「種」，
「種」字和「相」字有甚麼分別？「相」即是「種」，種相，即是
種種相，所以譯做「種相智」也可以，譯做「道種智」也可以。

第三種就是「一切相智」，怎樣叫做「一切相智」呢？能夠說
一切法的相貌給你聽的，教你的，說一切法的相狀的那種智，當然
是最高的智，這是佛所獨有的智。佛能夠說一切法的相狀，佛的智
慧是未成佛的人所沒有的，是他才獨有的，就叫做「一切相智」。
鳩摩羅什譯做「一切種智」，如你們常常回向，「普願法界眾生圓
成一切種智。」
這三種智加起來就叫做大菩提，如果小乘的人，小菩提就只有
「一切智」。其實，在佛來說，就是一種智就夠了，「一切相智」
既包含「道相智」在內，又包含「一切智」，所以說「大菩提」即
是「一切相智」也可以，或是說「大菩提」是三種智的總和也可
以。但涅槃就是大小乘都一樣的，不過大乘人就不入涅槃，可以入
但他不入。
空宗，即中觀宗的人解釋「大菩提」，天臺宗也是說這「三
智」的。唯識宗，即是有宗，它不講這「三智」的，有宗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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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識是有漏的。當我們成佛之前的一剎那，有一種很強烈的無分別
智出現，就把我們的有漏第八識裡面，所有那些殘餘的有漏種子一
剎那全部消毀了，當全部有漏種子消毀掉後，第八識也沒有了，為
甚麼呢？第八識也有第八識的種子，第八識是有漏的，第八識的種
子都是有漏的，全部有漏種子都消毀掉了，就連我們有漏第八識的
種子也消毀掉了，那時候我們的有漏第八識就停了、消滅了，那種
無分別智只可以消毀有漏的東西，它不能消毀無漏的東西。那些眾
生，如果他可以成佛的話，他就有一個無漏的第八識種子寄存在我
們的有漏第八識。當我們那種強烈的無分別智起，消毀掉那些有漏
種子的時候，它消毀不了那些無漏種子。無分別智只可以消毀有漏
的東西，它不能消毀無漏的東西，好像火可以燒乾水，火可以燒燶
東西，但是火不能夠燒回火的；水可以浸死很多東西，但是水不能
夠浸死水的。所以那種無漏無分別智起，只可以消毀掉有漏的東
西，不能夠消毀那些無漏的種子。

當有漏種子全部消滅了的時候，就有一個真空狀態，在這一個
剎那，那些無漏第八識的種子就爆發了。一爆發之後，就有一個
無漏的第八識，《楞伽經》叫它做「菴摩羅識」。這個「菴摩羅
識」，真諦法師就改它的名字叫做「第九識」，其實沒有第九識，
為甚麼呢？那是第八識的有漏種子沒有了之後才出現的，那不過是
無漏第八識而已。
我們平時的有漏第八識是機械的，沒有決擇力的，沒有判斷力
的。智慧即是判斷力、決擇力。但是，那個無漏的第八識起時，有
一個智慧跟著它，所不同的就是這一點。有漏的第八識是無智的，
無漏第八識是有智的，這個智叫做「大圓鏡智」。現在人人都說轉
第八識成「大圓鏡智」，這是一句很簡略的說話，是不對的，那怎
樣轉啊？好像變戲法那麼轉嗎？不是啊，是消毀了第八識的有漏
種子，那個無漏的第八識種子爆發了，所謂轉即是變換狀態，不
是說轉化那樣。那時候就叫做甚麼？轉第八識成「大圓鏡智」，
只是轉第八識嗎？應該改做甚麼呢？毀滅了那個有漏第八識，成
鏡智，跟著它一齊起的，就是這麼解釋。那為甚麼叫做圓鏡呢？
理由是這樣，第八識是遍於宇宙的，不是在一間房子裡面，也不
是在一個身體裡面，是充塞整個宇宙的。那個第八識既然是遍於
宇宙的，那個智跟著識的，都要遍於宇宙了，因此充塞宇宙的智
慧是靈活的。「大圓」即表示它充塞宇宙，「鏡」即表示它靈活。
充塞宇宙而又靈活的。那個第八識有一個智跟著，猶如一個很好的
總統，有一個很好的內閣總理、首相跟著他，這個首相非常之聰明
伶俐。
第八識這個「菴摩羅識」猶如一個很好的君主，但是鈍鈍的，
好像阿斗一樣，這個大圓鏡智呢？一個很好的首相，好似諸葛亮。
所以不是轉第八識成大圓鏡智，你會說自古都是這麼說呀，他為了
簡單才這麼說的。這個所謂大菩提者，包括第一，大圓鏡智，不只
是個智的，而是「大圓鏡智相應心品」。《成唯識論》說有一個大
圓鏡智直接與它相應的，相應者，英文叫做connected with，和它關
聯、連繫的。那個心品即是一個集團，心品即心的集團，第八識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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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漏的第八識，這個無漏的第八識有一個心所，叫做智，叫做圓

個心的集團，就不是叫大圓鏡智這麼簡單的，而是整個集團。所謂
大菩提，主要就是這個心品。
第二，無漏的第七識。有漏的第七識常常執著有個「我」，在
我們的心靈深處常常覺得有個自己，我們的潛意識裡面常常有個自
己。第七末那識常常覺得有個自己，自己才是最好的，其他人總是
不及自己的，就變得不平等。到你成佛之後，那個有漏的第七識
被消毀掉，無漏的第七識爆發，無漏的第七識有一種智跟著它起。
有漏的第七識都有智的，不過是壞的智慧，常常思量著「我」，甚
麼都要利益「我」才行，利己的。這個無漏的第七識，它有種智，
叫做「平等性智」，自他平等，不需一定要覺得自己最好，自他一
樣，常常有種這樣的智起。在第七識內有個智，叫平等性智，跟著
它起，所以它這個集團，叫做「平等性智相應心品」。佛之所以和
眾生不同，是因為他修養的結果，他是自他平等。為甚麼他會覺得
自他平等呢？因為他那個第七末那識不覺得有自己、有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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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們的第六意識是有智慧的，可以觀察很多東西，但我
們時時會觀察錯誤，觀察力不夠妙，我們普通的觀智不是很妙的。
我們一路修養到成佛的時候，那時候的第六識的智是妙的，佛的妙
觀察智最妙莫如甚麼呢？能夠知道眾生的根機，並因應哪種根機而
說相應的法，能夠因應人的根機，隨機施教。那組妙觀察智的集團
就叫做「妙觀察智相應心品」。
第四、成所作智，成所作者，辦成他所應該做的事，他能夠辦
得成功的那種智。我們的前五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
識，這五個識都是工具來的，是用來完成我們的行為，但我們的前
五識力量有限。一到成佛的時候，把我們有漏的前五識的種子消毀
了，沒有了有漏的眼識、耳識等五識，那個無漏的前五識爆發，那
時佛的前五識就是無漏的了，就叫做「成所作智相應心品」。那就
是說，有漏的前五識和無漏的前五識不同，一個有智，一個就沒有
智。佛如何度眾生，甚至如何運用神通呢，都是靠這種成所作智，
即成就所應作的事業。

這四種智加起來，即這四個心品加起來就叫做大菩提。大菩提
只是一個空框，內容是甚麼呢？空宗就三智，有宗就四智，都是現
象界的東西。當我們證得真如、本體的時候，本體當中並沒有所謂
菩提。這就是《心經》所謂的「無智」。我們在現象界，即在世俗
諦可以說要修行、要證得涅槃，但在本體裡面，即在勝義諦則根本
無「得涅槃」這回事，這即是《心經》所謂「亦無得」。

( 乙三) 顯所得果
( 丙一) 正明得果

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
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以無所得故」，正是因為他無所得，這個「無所得」的
「得」，與「無智亦無得」的「得」又是不同的解釋。這個「無所
得」的「得」是不要執實一樣東西，叫做「無所得」。由於無所得
就「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只要他依著般若波羅蜜多去修行，他就
會「心無罣礙」，無所得就無罣礙了，就如莊子所謂「逍遙遊」。
一個人做到心無罣礙，又不怕死，甚麼都不怕，那便是逍遙了。
「無罣礙故」，如果能夠做到無罣礙就「無有恐怖」，一切恐怖的
事不會有，何需要恐怖呢？死亡到來就死吧！應死就死，何需要怕
死呢？「無有恐怖」。若無恐怖，他就不會有顛倒了。
「遠離顛倒夢想」，顛倒者，是四種顛倒：
第一種，無常計常，人生是無常的，我們偏偏貪戀無常的人
生，以為它是常。無常的東西，我們執著它為常。
第二種，苦計為樂，於苦的東西執為樂。我們人生是不美滿
的，既然是不美滿的，我們何必這麼貪戀。但是，我們事實上是很
貪戀的，沉迷於我們的人生，於苦執為樂。佛家所謂的苦解作不美
滿而已，不是說好像讓人火燒、吃苦茶般的痛苦。如果你失戀或做
生意蝕錢等，便會有苦的感受。總之，人生是不美滿的，不美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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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那個「菩提薩埵」，即那個菩薩，因為他能無所得的原故，他

話是不是要死？死了也不行啊！我們有很大的責任，不能就一死了
之。還有，在道德上，我們不能死，我們吃了世界這麼多米，死去
了就對不起很多人，對不住你的父母了。而且在佛家來講，還不止
道德上不能死，你死了還要再來的。因為你的業未盡，還要再來，
若無端多了一幕自殺的業，還衰過舊時。
第三種，不淨計淨，於不淨的東西，污糟邋遢的東西，我們執
它為乾淨。每每因為我執，對於別人的東西，別人的口水，你就說
很邋遢了。但你自己的口水，你抹了之後，嗅一下也不定，其實都
是與別人的口水一樣污糟的。還有那些談戀愛的人接吻，那口水多
麼邋遢，他們卻執以為淨，於不淨計淨，啖啖口水吞下去時還覺得
很美妙。當他那個無明衝動起時，多邋遢的東西都覺得乾淨的，即
不淨計淨。
第四種，無我計我，我們的生命只是由色受想行識五堆東西，
或者十二處，或者十八界所組成，我們偏偏覺得有個「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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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這些顛倒，就遠離妄想。圓測法師解釋那個妄想就引《瑜
珈師地論》的〈真實義品〉，簡八種妄想。眾生因為有八種妄想，
然後有生死輪迴，有這個人間世。哪「八種分別」呢？
第一，「自性分別」，自性即那件東西的本質、實體。即執著
有件實在的東西。
第二種，「差別分別」，差別即是屬性。如果無這種分別，則
我們無所謂人間的了。譬如我看着這道門，我們就起分別了，說這
道門太闊了，太闊就是屬性；或者這道門不夠闊也是屬性。或者這
道門的質素很好呀，又是差別。差別就是屬性，或者是一個句子裏
面的predicate(謂詞)。若執著有自性，跟著就執著有差別了。這個
差別分別亦是執著。
第三，「總執分別」，生命不過是五蘊的組合，而這個五蘊
的身體不過是幾百萬、幾千萬的一堆細胞組成，我們偏偏起了總
執，以為有個整體。我們看見遠遠的一個樹林，其實哪裏有一個

樹林呢？只有一棵棵的樹。再深入一點說，根本就沒有樹，只是
無數的纖維細胞。再深刻一些，根本就沒有所謂纖維細胞，只是
好多的原形質。再深一點，只是很多的電子和質子排列在一起，
根本就沒有那棵樹。又如這張枱，根本就沒有所謂枱，只是電子
和質子的排列，我們偏偏要總執，執為一件整體，這種叫做「總
執分別」，《金剛經》則叫做「一合相」。如果沒有這種執，就不
會成世界了。
第四，「我分別」，總執之中，有一種是執「我」，五蘊是和
合的假體，卻執著有「我」，起一種分別心，這個叫做我的「我」
了，這個是你的「我」，那個是他的「我」，無數那麼多的「我」。
第五，「我所分別」，若執著「我」，跟著執著「我所有」的
東西，錢是我所有的錢，你摸一下都不對。
第六，「愛分別」，哪些是可愛的，哪些是值得我們貪的，如
貪食，貪色。

的。「非愛」就是不可愛的。這個人或很多東西是不可愛的。
第八，「俱相違分別」，有些既不可愛亦非不可愛，這些是平
淡的，起這種種分別。
由這八種分別，便形成我們的人生，整天在這些地方打轉。這
八種分別，叫做八種妄想，沒有這些顛倒妄想，我們的人生就逍
遙、平靜了。
沒有這些顛倒妄想，那時候我們能夠得到甚麼呢？如果是小乘
人的修養結果？死了之後，好像吹熄了燈一樣，沒有你了，不用生
死輪迴了，得小涅槃。大乘人能入涅槃，他卻不入涅槃，他自己知
道生死輪迴是假的，紙老虎來的，人生不用怕。只要你沒有顛倒
妄想，你就逍逍遙遙，大往大來，做個活潑潑的人。好像陸九淵所
說，「我雖不識一個字，也不失為我堂堂地做個人。」那時候，你
真是堂堂地做人了，你沒有了這些分別，很逍遙地生活，何需入
涅槃呢？你明知道生死輪迴是假的，明明一切世間的東西都是紙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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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非愛分別」，與「愛分別」相反的，討厭的、不可愛

虎，都不用害怕。只要你不害己不害人，你可以做甚麼呢？要賺錢
啊！你賺到錢是不害人的，或者你還用錢來救人，所以儘管賺錢！
那麼你說：「我結婚啊！」結婚就去結婚吧！結婚有甚麼害處？
「我又不喜歡結婚啊！我要出家。」你歡喜出家就出家吧！有甚麼
所謂呢？總之，如果不會害怕的時候，很多的執著都不會有。那個
時候就是真正逍遙的境界了，「究竟涅槃」。那個菩薩依著般若波
羅蜜多，能夠入到這樣的情景。而那些已經成佛的，他們都是這樣
的。

( 丙 二) 引例證成
( 丁一) 正明得果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三世諸佛」，世即是時間，「三世」是過去世、未來世和現
162

正世。那些所謂已經成了佛的人，「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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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三藐三菩提。」他們都是依般若波羅蜜多得到無上的最高的覺
悟。這即是得到大菩提了！所以般若波羅蜜多最可貴的，智慧是最
可貴的。

( 丁 二) 舉用歎勝
(戊一) 長行廣釋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
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
咒。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智慧就是最可貴的，你唸
甚麼咒都是假的，真正大神妙的咒是什麼？般若波羅蜜多，才是大
神妙的咒，甚麼大悲咒、六字大明咒，都是方便來的。般若波羅蜜
多才是最徹底的、最大的、神妙的咒，即是甚麼？智慧就是最大的
咒，故不是咒語之咒，不需要求其它的咒。

「是大明咒」，明者，咒又叫做明，咒也是有智慧的，般若波
羅蜜多就是大明咒！換言之，你不用去找那些喇嘛傳咒給你，你學
般若波羅蜜多就可以了。「是無上咒」，無上即是最高級的，最高
的咒，甚麼咒都沒有它這麼高級。「是無等等咒」，「無等等」即
無等的等級，第二個「等」就是等級，沒有和它相等的等級的咒。
「能除一切苦」，甚麼痛苦它都可以除，那些人以為有痛苦來了的
時候，我們唸《心經》就可以解決搞定了，其實，《心經》說若能
夠把你的智慧提起上來，甚麼問題你都可以依著智慧去解決。「真
實不虛」，有智慧便能解除一切苦，這才是真實而不是虛假的情
況。
《般若經》裏面常常說，般若是佛的母親，佛之所以為佛者，
因為他有智慧，所以智慧就是佛的母親了。那些西藏喇嘛，他造一
個佛母，造一個女人身，拿著些東西，讓那些人膜拜，這個叫做般
若佛母。這樣真是不可為法，但是全西藏人都相信這些。「是無等
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這幾句叫你學般若，不用唸咒，

我曾記得在《大般若經》有這幾句的，「般若波羅蜜多，是大
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我於《六百卷大般若
經》約略見過，但不記得在哪裏啊！剛剛區樹根買了套《藏要》回
來，他就揭到《藏要》中《大般若經》的第五分，是「根本般若」
中最簡要的一會，就看到原原本本一字不逆的在那裏。「甚深般若
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4 他
就拿給我看，說：「羅生啊！你看看在這處，真的一字不逆啊！」
那就證明《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百分之九十五的字句就在《大般若
經》裏面抽出來的。

4 編者按:引文見《大般若經》卷557，第五分窣堵波品第三，唐‧玄奘譯，大
正7, 875a。又此段內容節錄自羅師講解《瑜伽師地論》的第31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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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揚你的智慧就得了。

(戊二) 舉頌結歎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
即說咒曰: 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他又說：「如果你一定要咒的，我
又作一首給你。」
由「即說咒曰」到最後的此段梵文為：「tadyathā

gate

gate

pāragate pārasa gate bodhi svāhā」。其實這最後的咒語是歌頌來
的，即是作一首曲來唱一下。「揭諦」即gate，去、到的意思，即
度了！我們由現在生死的此岸度過菩提涅槃的彼岸。「揭諦揭諦」
即gate gate，這樣度了！去吧！去到了！「波羅揭諦」即pāragate，
「波羅」pāra意謂彼岸，「揭諦」即gate，即去到彼岸了！「波
羅僧揭諦」即pārasa gate，「僧揭諦」sa gate就是一齊去到的意
思。「波羅僧揭諦」即大家一齊度過彼岸去。「菩提薩婆訶」即
164

bodhi svāhā，菩提即bodhi，表示覺悟；薩婆訶即svāhā，表示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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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成就，即是我們度過涅槃的彼岸後，我們大家一齊都快些成就覺
悟。此咒的意思就是︰「去呀！去呀！去彼岸呀！大家一齊度過彼
岸，快速地成就覺悟！」即是等於到最後唱幾句歌頌而已。
我認為這首一定是密宗的咒，肯定當時在印度是很流行的，但
是在《大般若經》裏卻完全看不到有這首咒。我說沒辦法了，找不
到這首咒。那麼釋衍空法師說要試試去找密宗的書。衍空法師這個
人真的很努力啊！很難得有一個青年比丘這麼努力，他真的去翻
揭經書，真的給他找到了！原來在《大正藏》裏有一部《陀羅尼
集經》，裏面就有這首咒，叫做〈般若大心陀羅尼〉，音譯是完
全一樣，「揭帝揭帝。波羅揭帝。波囉僧揭帝。菩提莎訶。」5 但
「怛姪他」(tadyathā) 則譯作「跢姪他」(tadyathā) 三個字，「跢
姪他」就是「即說咒曰」的梵文。釋衍空法師找到後就非常歡喜，
即刻親自找我說在密宗胎藏界裏的持明院，有一個菩薩叫做般若菩

5 編者按:引文見《佛說陀羅尼集經》卷3，唐‧阿地瞿多譯，大正18, 807b。
又此段內容節錄自羅師講解《瑜伽師地論》的第31講。

薩，是他的咒啊！這樣，我們已能確定《心經》大部分的經文是撮
取自《大般若經》及《陀羅尼集經》。
《心經》到此就講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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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art Sutra, lectured by Professor Lo Shi-hin
Edited by Chan Ngan-che and recorded by Fu Hui-ping

This article is an excerpt from a recording of a lecture delivered by
Professor Lo Shi-hin on “The Heart Sutra”. It is a detailed elaboration
on the scripture includ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thods for learning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by comparing the Large Sutra and the Heart Sutra.
The implicit meaning of transforming consciousness to wisdom, the
transmigration of the ordinary people and the sages,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enlightened wisdom between two major Mahāyana Schools are
also elabo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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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宗的定義——
兼論寶藏寂論師所屬的宗派

釋則生，溫州佛學院

內容摘要：藏傳宗義書中對唯識宗給出的定義，應與《解深密
經》、《瑜伽師地論》等唯識典籍確立的唯識思想吻合，理應依唯
識宗所依的典籍來定義唯識宗。在唯識典籍中，「實有」或「勝義
有」有不同的用法。依據不同的用法，唯識宗可以許依他起性是實
有，也可以許為如幻或假有。唯識宗承許前二法輪不了義，第三法
輪了義。由於第三法輪經典有宣說唯識無境、種子識、三自性等，
可以從這些基礎點確立唯識宗的定義。寶藏寂是印度後期唯識宗論
師，他對於宗派的看法及對於中道的看法，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關鍵詞：唯識宗定義

宝藏寂

三自性

中觀道

宗」給出定義。我們需要準確地界定唯識宗，以便從根本上理解唯
識思想及唯識論師。藏傳宗義書對唯識宗已經給出了定義，雖是重
要參考，但這種定義需要審視，終究應該依《解深密經》、《瑜伽
師地論》等唯識宗所依據的典籍來確定唯識宗的定義。另外，我們
更有理由參考印度唯識論師對唯識宗的定義。長期以來，漢傳佛教
界較為忽視印度後期唯識。鑒於此，本文介紹了寶藏寂論師的主要
思想，但并不具體。主要限於證明寶藏寂論師是後期唯識宗論師
派，及介紹他對唯識宗及中道的看法。

兼論寶藏寂論師所屬的宗派
——

唯識宗所依典籍中雖然闡述了唯識思想，但并沒有對「唯識

唯識宗的定義

前言

167

一、背景回顧
我們簡單回顧一下印度佛教史：在龍樹時代，佛教僧團的主體
是聲聞部派的僧眾。此前或有大乘僧團，但人數較少。事實上，到
玄奘法師的時代，聲聞部派仍然有很大的勢力。龍樹所倡導的中觀
思想，較長時間很可能主要是作為一種思想來流傳。但無疑龍樹
中觀思想只是對般若經思想的一種解讀，且不是唯一的解讀。我們
很難找到確切的資料，證明龍樹時代并沒有《解深密經》等第三法
輪經典流傳，這些經典對般若經思想提供了另一種解讀。在無著時
代，大乘僧團得到了壯大，唯識宗成為印度大乘的主流。
此後約五十年或更久，清辨強化了中觀派自我意識的認同。唯
識宗與中觀宗就有了清晰的界限。此前，唯識宗論師認為唯識思想
與根本中論思想并不矛盾。略舉兩例：安慧對龍樹《中觀頌》作
了註解，漢譯本名為《大乘中觀釋論》；護法對提婆《廣百論》
作了註解，漢譯本名為《大乘廣百論釋論》。
168

清辨論師自許為龍樹的繼承者，認為唯識思想與根本中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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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矛盾的。他為了彰顯自所許的真正的中觀義趣，而著作《般若燈
論》等。清辨在論證上很重視使用正因論式，正因論式是典型的論
證手段，其邏輯效力是公認的。當時印度佛教很可能并不把應成論
式作為有效的論證手段。用應成論式固然可以用自生的過患來論證
自生不合理，但這樣的論證無法證明他生等不合理，因為根本就沒
有指明正確的因果緣起關係。這就可以理解，清辨何以不認同佛護
的論證策略。後世，月稱為佛護辯護，特別重視使用應成論式。這
樣，印度中觀兩大派系就形成，藏傳宗義書中概括為自續派和應成
派。其實，在印度佛教中并不是以這樣的名稱來區分。限於主題關
係，無意深入探討。1
1 後世，龍樹和提婆被稱為「根本〔教典〕中觀師」，清辨、月稱等被稱為「隨
持中觀師」。筆者認為：依八不緣起宣說佛教宗義的補特伽羅是根本中論師的
性相。清辨與月稱及二者的追隨者自許為中觀派，筆者認為可以如此定義：於
三時法輪中承許第二法輪了義，依於符順外境有的二諦中道論，安立諸法是世
俗中施設，安立法性為勝義諦，如此宣說諸法無自性的佛教宗義者（宗派）是
中觀派。筆者主張這樣界定清辨所在的隨經部行自續派：於三時法輪中承許第
二法輪了義，依於二諦中道論承許諸法無自性的情況下，承許外境有的色法是

唯識宗論師一直認為唯識學與龍樹中觀學可以統一，或者說，
認為龍樹能夠認同持唯識宗見。我們知道，龍樹有說「所宣說之大
種等，唯容納於識之中，知此[彼等]即消解，豈非虛妄所分別？」
等，2 這些偈頌容易解釋為宣說唯識思想。不過，龍樹著作中宣說
極微積聚而成，承許世俗諦中法有自相，突出使用正因論式宣說無自性者（宗
派）是隨經部行自續派的定義。筆者認為可以這樣定義應成派：於三時法輪中
承許第二法輪為了義，依於符順外境有的二諦中道論，承許諸法唯分別增上安
立，名言中不許自相成就，突出使用應成論式的宣說無自性者（宗派）是應成
派的定義。至於寂護開創的所謂順瑜伽行中觀派，筆者并不確定其宗派屬性。
如果這個派別的主張能夠納入唯識體系，筆者要承許其為唯識宗。較多的探
討，將來可參閱筆者所著《唯識宗與應成派宗義抉擇》（出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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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論寶藏寂論師所屬的宗派
——

2 李學足、葉少勇：《六十如理頌：梵藏漢合校•導讀•譯注》，上海：中西
書局，2014，第71頁。同書列出施護《六十頌如理論》中譯為「大種等及
識，所說皆平等；彼智現證時，無妄無分別」；仁傑所譯甲操傑著《六十正
理論釋》中為「說大種色等，正屬識中攝：了知彼當離，豈非邪分別」。關
於「知此[彼等]即消解」。該書腳註部分有說明，如果按照寶藏寂在《喜金
剛續難語釋珍珠鬘》中的解讀，此處應譯為「彼於智中則消釋」。
寂護、寶藏寂的著作中也有引該頌，考慮到此文主題，這裡僅以寶藏寂的著
作來說明：1、《中觀莊嚴釋成立中觀道論》引用此頌，並作了解釋：「龍
樹云：『所說大種等，清淨攝為識，若彼因識離，非顛倒分別？』，其義即
此等。大種等即地等，世尊云何？彼等為非正妄計識所顯，而攝為正合和，
非由彼不正自性顯現故。是故，從正知所修力生起，而離系即功用，然不顯
現。何以故？『非顛倒分別』即顯現為顛倒識，而非正識。是此處攝地等識
句故，錯亂正識所生故。」（顧毳譯，由藏譯漢，譯稿收入第二屆東方唯識
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2018。顧毳近期有作修訂，本腳註採
取修訂稿。）此論著另有登巴宇色格西（簡稱「登巴格西」或「釋法光」）
的漢本，《中觀莊嚴釋中道成就論》中這段文譯為：「龍樹亦如是云『宣說
大種等，清淨攝於識，知彼若遠離，豈非顛倒計？』所說的含義者即如是。
大種等者，地等。婆伽梵所說彼等於識非清淨遍分別顯現者，含攝清淨含
攝。彼非清淨體性，顯現彼故也。彼故，由修持清淨知之力而成之離系者，
泯滅意即不顯現也。何以故，所謂『豈非顛倒計』者，於顛倒之顯現者，非
清淨知也。此中，是地等含攝於識之詞故，及於生起清淨知遮返錯亂之詞
故也。」（登巴格西譯，初稿）。2、寶藏寂《般若波羅蜜多教授》引用此
頌：「宣說大種等，清淨攝於識。由本知離彼，為何非邪計？」（登巴格西
譯，初稿）。《般若波羅蜜多教授》長行解釋為：「諸凡宣說大種等，彼諸
正攝於識者，包含於彼中。意即：雖無外在之大種，諸頑童生顯現為彼之
識。由極不錯亂本知，隱沒彼，故邪計者即謂由錯亂分別，唯於前識計著
故。」（登巴格西譯，初稿）。筆者個人認為此段文大意是：大種等正攝於
識中，也就是大種等被識包含，不是於識外而有。這是承許沒有外境有的大
種等，但是凡夫會有顯現為大種等的非清淨識。經由不錯亂智泯滅外境有的
大種等的顯像，證知大種等與識不是異體。所以，無彼智之凡夫邪計大種
等，是由於錯亂分別顯現為大種等的識執著彼大種於離識而有的緣故。印度
論師中不只是寶藏寂認為龍樹承許唯識無境，寂護論師等亦是如此認為。至
於是這些論師牽強附會認為龍樹承許唯識無境，還是其他若干論師牽強附會
認為龍樹不承許唯識無境？只能說由後人自己抉擇。此處需特別提出一種參
）是修飾詞，比如說有道理時，修飾說為「很有道
考意見：「清淨」（
理」。
修飾 （識），強調四大種被識含攝。「清淨」就可以解釋為：
自然而然被識含攝，天經地義地被識含攝。

唯識思想的行文較少，難以列入唯識宗所依的典籍。這樣，唯識宗
所依六經十一論中根本就沒有龍樹的著作。
即使龍樹持唯識宗見，由於中觀宗和唯識宗被認為是不同的，
就不應從雙方共許的觀點上尋找其差異性。唯識宗理應有特色思
想，我們理應依據唯識宗所依的經論來確立唯識宗的定義。

二、藏傳宗義書中的定義
藏傳宗義書中界定的唯識宗，比較典型的說法有：

「主張依他起真實存在，而不承認外境」的宣說佛教宗義
者，就是唯識宗的定義。3
「不承認『外境』，並主張『自證識是諦實成立』之說大
乘宗義的補特伽羅」，就是「唯識宗」的定義。4
唯識所有諸派承認：諸法不是惟分別假立而其由本身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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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則與前相反。前者許為依他起性，圓成實性。後者許
為遍計執性。5
通常來說，在唯識宗假實判斷上，依他起性的確要說為「實
有」或「勝義有」。因為「實有」或「勝義有」通常是為了防止落
入斷滅邊而說，三性中只有遍計所執性是「假有」。當依他起性與
圓成實性對比，應說圓成實性是「實有」或「勝義有」，依他起
性是「假有」。在唯識典籍中，依於不同的判斷標準，「實有」或
「勝義有」有不同的用法。唯識宗一方面可以許依他起性是實有，
另一方面也可以許為如幻或假有，這是要特別注意的。

3 貢卻亟美汪波：《宗義寶鬘》，陳玉蛟譯，此段文在一份內部資料的第77
頁，筆者不確定這個頁碼與法爾出版社的版本的頁碼一定對應。
4 廖本聖：〈至尊•法幢吉祥賢著《宗義建立》之譯注研究〉，正觀雜志，第
32期，2005年，嘉義：正觀雜志社，第87頁。
5 土觀•羅桑卻吉尼：《土觀宗派源流》，劉立千譯，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0，第19頁。

「實有（勝義有）」等在唯識典籍中至少有兩種情況，需要加
以說明。
其一是避免「依他起性是遍計所執性（言說自性）」的惡取空
而論。這種用法中，由於遍計所執性純是依靠名言而增益的體性，
於聖智（含根本智和後得智）前無，許為「勝義無」。龜毛兔角是
「畢竟無」，言說自性是「勝義無」，依他起性和圓成實性既非
「畢竟無」，也非「勝義無」，安立為「勝義有」。6
其二是與世俗相簡別而安立，這種用法中「勝義有」指勝義
諦。圓成實性是勝義諦，所以是勝義有；依他起性不是勝義諦，不
是勝義有。7
當然還有第三種情況，也是世俗諦中諸法比較而安立。舉例來
說，色法與心識相比，色法是假有，心識是實有。色法與依色法假
立者相比，色法是實有，假立者是假有。比如，在色、香、味、觸
上安立飲食、車乘、瓶、瓮、衣服、莊嚴具等。8 相較而言，色、
香、味、觸是實有，飲食、車乘、瓶、瓮、衣服、莊嚴具等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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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9 唯識宗認為形色是假有，譬如把車拆開，雖然各個零件完整

唯識宗的定義

7 《瑜伽師地論》卷100：「云何勝義有？謂於其中，一切名言、一切施設皆
悉永斷，離諸戲論、離諸分別，善權方便說為法性、真如、實際、空、無我
等。如《菩薩地•真實義品》第四所知障淨智所行真實。」（大正藏，第30
冊，第879頁上。）
8 《瑜伽師地論》卷65：「又於色、香、味、觸想事，假立飲食、車乘、瓶、
衣、諸莊嚴具、舍、軍、林等。」（大正藏，第30冊，第659頁上。）

9 《瑜伽師地論》卷65：「問：何緣故知色、香、味、觸如是如是別安立中，

飲食、車乘、瓶盆、衣服、莊嚴具等諸想事物皆是假有？答：由彼想物，或
於是處色等想物聚中而轉，或於是處色等想物聚中不轉。若於是處色等想聚
有食想轉，非於是處飲等想轉。若於是處車乘想轉，非於是處衣等想轉。
如是所餘，乃至廣說諸假有想若轉不轉，當知亦爾。一切色、香、味、觸想
事，遍於一切飲食、車乘、瓶盆、衣服、莊嚴具等諸想事中，無差別轉。是
故當知，飲食、車乘、瓶盆、衣服、莊嚴具等皆是假有，色、香、味、觸是
實物有。」（第660頁中。）

兼論寶藏寂論師所屬的宗派
——

6 《瑜伽師地論》卷16：「勝義無者，謂由世俗言說自性、假設言論所安立
性。畢竟無者，謂石女兒等畢竟無類。」（大正藏，第30冊，第362頁下。）
又如《瑜伽師地論》卷74：「復次，云何當知色等想事、色等施設是假名
有，非實物有？謂諸名言熏習之想所建立識，緣色等想事計為色等性，此性
非實物有、非勝義有。是故如此色等想法非真實有，唯是遍計所執自性，當
知假有。若遣名言熏習之想所建立識，如其色等想事緣離言說性，當知此性
是實物有，是勝義有。」（大正藏，第30冊，第708頁下。）

地擺放在一起，也不具有車形，只有組裝成一定的樣子，才具有車
的形式，才被稱為車；在一定情況下才出現車覺，但彼車覺可以被
破壞。10 唯識宗承許車是假有，應成論者常以七相求車說明車如何
是假有。不過，兩個派別有根本的不同，一者認為色法是外境有成
立，一者認為不成立。11
依他起性在第一種語境中是勝義有，在第二種語境中不是勝義
有。依他起性安立為「勝義有」的情形中，是從緣起法的真實情況
是需要聖者後得智以無戲論方式通達的角度安立。在第一種語境
中，依他起性是以緣生成立為如幻，並非以自有或本有的自性而成
立為如幻。唯識宗安立依他起性指向法的緣起性，相對於遍計所執
而言，只要是法不是不存在就不可能像龜毛兔角那般無緣起性相，
如此安立緣起性相不是相無自性。唯識典籍依於依他起性與遍計所
執性異體宣說「異性空」，在依他起性上的遠離二取的空性宣說
「遠離空」，依於圓成實性中沒有世俗法或者依他起性不如所妄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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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瑜伽師地論》卷54：「問：諸長短等所說形色，當言實有，為假有耶？ 何
以故？積集而住，故名為形。唯有眾色積集可得，餘形色相不可得故。又必
相待。相待之法有自性者，彼法便有雜亂過失。又如車等，彼覺可壞故。」
（第599頁中。）
11 唯識師等通常被若干中觀論者稱為「實事師」。唯識宗沒有主張車是實有，
《瑜伽師地論》中有明文說車是假有。唯識師不會主張車是實有，車是就某
種形狀（形色）而被安立，而形色是假有。若有所諍，就是車的施設處，那
些四大種是否是實有。唯識師肯定承許不是實有，因為彼色法與識相比，識
是實有，色是識所顯的影像，色是假有。那麼，我們就將四大種及車對比，
四大種許為實有。應成派承許外境有，更是會承許有外境有的四大種。在車
是假有上，唯識宗比應成派的假有程度要更加虛假，應成派指責唯識宗損減
世俗諦是可以理解的，委實難以理解將唯識師視為「實事師」。唯識宗承許
色法是心識的影像，這樣的情況下，唯識師并不執著色法是實有。那麼在車
的問題上，應成派指責唯識師什麼？對於若干以識為體的色法的某種組合，
依言說之力安立為車。推求車的言說自性發覺不可得，推究色法發覺可得
（假實相對比）。若不承許有車的施設處色法，何以能施設車，也談不上車
來車往等等。此不是探討車的施設處的言說自性有無，而是探討車的施設處
有無。若是尋求車的施設處發現一無所有，也就是根本就沒有四大種及其所
造色，的確是沒有車。總之，應有車的施設處，否則就可以把石女兒施設為
車。

第二種情況中「依他起性是實有（勝義有）」與唯識宗的基本
宗義相違。唯識宗沒有在勝義諦中安立依他起性，而是承許勝義諦
中依他起性不可得。《解深密經》等典籍承許依他起性是勝義自性
無，並不在勝義諦中安立依他起性。識尚且不在勝義諦中安立，更
不要說識的自證分。漢傳佛教典籍中沒有文字表明唯識宗承許「心
識或依他起或自證分在勝義中有自性」。
兩種情況結合起來，對依他起性就能有完整的理解。依他起性
無自性之所無的自性是自身成就的自然有的自性（自體、自相），
自成自體固然在世俗諦中為緣生性所否定，在勝義諦中更不會存
在。另一方面，依他起性法在根本智見真如之見之前不顯現。這
樣，按照唯識宗典籍所確立的唯識思想，「唯識宗主張心識或依他
起或自證分在勝義中有自性」及「唯識宗主張心識或依他起性或自
證分自體自成」是錯誤的看法。
唯識宗的確主張遍計所執性是依名言之力而安立的言說自性，
遍計所執自性在任何時候都不會生起，離開分別戲論不會在心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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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似為有。依圓二性則不是此般依賴名言戲論，安立為離言自性。

唯識宗的定義

由於圓成實性是依他起法的勝義諦，所以焦點是依他起性。依他起
性在定義上限定為依待於他，不能自成。可從有為法的生住滅等方
面，理解依他起性無自性。12 簡言之，依他起性是以緣起而成立為

兼論寶藏寂論師所屬的宗派
——

12 可參閱《大乘莊嚴經論》卷5：「次求無自體，偈曰：自無及體無，及以體
不住；如執無體故，法成無自體。釋曰：『自無及體無及以體不住』者，
『自無』謂諸法自然無，由不自起故；不自起者，屬因緣故。『體無』謂諸
法已滅者，不復起故。『及以體不住』者，現在諸法剎那剎那不住故。此三
種無自體，遍一切有為相，是義應知。『如執無體故法成無自體』者，如所
執著，實無自體，由自體無體故。如諸凡夫於自體執著常、樂、我、淨，如
是異分[1]別相亦復無體。是故一切諸法成無自體。」（大正藏，第31冊，
第614頁下—第615頁上。CBETA2016校對：[1]別＝於【元】。）
結城令聞《世親唯識思想之研究》：「此如安慧解釋說：gshan-gyi dban-gi
chos-la-ni skye-be dan hjig-pa dan gnas-pa ste | hdu-byed-kyi msthan-nid gsum
yod-par ran-bshin med-ps-na dnos-po med-pa shes-bya |(八)關於依他起之法，
生、滅、住之三種行相無自體故，說是無自性。的確就生、住、滅有為之三
相說其無自性的理由，以證明依他起性之無性之事，若依據本《論》以下之
文字說，即說明『自然（無性）是依他起之無生』（自然無起由依他起性自
性不起故），所代表住無性、滅無性、生無自性，瞭解到依生無自性說明依
他之無自性......」（釋印海譯，法印佛學文集之三十二，美國法印寺文教
中心印，2006，第526—527頁。）

有，其體性不是依自而成立為有。否則，依他起性應是依自起性，
應是非緣起有的體性。
唯識宗安立「依他起性是實有」的原因是緣起，「依他起性是
實有」的意思是依他起性是緣生世俗法而已。「勝義有」有時意同
「實有」，有時二者不同。因為「勝義有」有時是指勝義諦，依他
起性不是這樣的勝義有，因為依他起性不是勝義諦，但依他起性
依於緣起安立為實有。唯識宗在三性假實安立上，遍計所執性是假
有，依圓二性是實有。在世俗諦中，可以把正智歸入依他起性；但
這不意味著在勝義諦中安立正智，理應聖智對於根本智而言，也唯
是顯現為勝義諦〔世俗諦不顯現，勝義諦顯現〕。簡單說，唯識宗
承許「空中無智」，也承許世俗諦中有正智；正因為此，安立聖智
的自境勝義諦是「勝義有」；在根本智的自境中，諸法的勝義諦顯
現，彼勝義諦安立為「勝義有」。這是從二諦結合的角度來安立，
如果不這樣安立，就有過失：1、聖者就如同無情般沒有聖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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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空中若有諸法相，就不是空性。總之，要清楚二諦的差別，給
予善巧安立，也要對彼安立如實了知。的確應弄清楚一個宗派的見
地到底如何。有說「若是空內識或承許識無自性，就混入到中觀
裏面」，對此觀點，從唯識宗認為三無性在諸法（含識）成立的原
則，可知唯識宗也承許識無自性，筆者個人認為主要是看如何空或
無自性的方式。漢傳唯識和印度唯識都是如此的主張，遮破法我顯
像及泯滅世俗顯像的空的方式，如此空內識及觀識無自性。這就是
《瑜伽師地論》中所說的證圓成實性，要破除遍計所執性，也要除
遣依他起性性。這樣的宗見，當然是唯識的範疇。唯識宗內也容有
持「只空外境不空內識」觀點者，畢竟對於唯識法義的理解容有深
淺不同，有些思想理解不到位或者錯誤點很正常。
依圓二性中，一者作為泯滅在不同的緣已生法體現的緣起及世
俗顯現，一者作為無世俗諦相及法無我所顯之空。所謂「真實」或
「自性」若是要被否定，在唯識宗看來，只能是遍計所執性。依圓
二性定然不是增益安立的體性，不是如遍計所執性的體性一樣是畢

竟無。所謂依他起性是「真實存在」，定然是緣起支撐為有，依因
待緣及如幻而有之義。因為，因為唯識典籍如此界定依他起。唯識
宗也許若執依他起識是真實有也是法執。依於同樣的理由，所謂「
真實存在」應是「似體空」、「異性空」之義。對此，貢卻焏美汪
波等應予認同，因為他們是在定義唯識宗，是在陳述一個依據唯識
教典而成立的宗派的觀點。若不能認同此說，那他們就是在定義佛
教史中出現的唯識宗之外的唯識宗。
唯識宗承許所有的境都不是於識外而有，承許所有的識都有自
證分。籠統地說來，自證識是依他起性，唯識宗認為依他起性是離
言自性；依他起性這種離言自性之有是指依緣起成立為有，並非通
過戲論的方式成立為有。不過，由於一些典籍中并沒有明確提及自
證分，本文不傾向於從自證分上界定唯識宗。
所謂「真實存在」（真實有）或「以自性而存在」，是「勝義
有」。應成派所否定的「勝義有」（諦實有）是指法從自方而有，
也可以解釋為非唯名言安立為有。實則，唯識所安立的依他起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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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體。非緣起的體性都是依他起性的所遮，唯識典籍中概括為「自
然有」。聯繫唯識宗義，易知依他起的體性是識，唯識典籍中常說
為「以識為體」或「以識為性」。依他起性很容易從生起觀待上來
該從施設觀待上來理解依他起性。簡言之，結合觀待道理理解依他
起性會更為全面。13
唯識宗可以安立依他起性識的勝義諦是圓成實性，但不會安立
依他起性識是勝義諦，因為那意味著承許真俗二諦都是勝義諦。唯

13 《解深密經》卷5：「觀待道理者，謂若因若緣，能生諸行，及起隨說，如
是名為觀待道理。」（第709頁中。）《瑜伽師地論》中將這句經文分成生
起觀待和施設觀待來解釋：「云何名為觀待道理？謂略說有二種觀待：一、
生起觀待；二、施設觀待。生起觀待者，謂由諸因諸緣勢力，生起諸蘊。此
蘊生起要當觀待諸因、諸緣。施設觀待者，謂由名身、句身、文身，施設諸
蘊。此蘊施設要當觀待名句文身。是名於蘊生起觀待施設觀待。即此生起觀
待、施設觀待，生起諸蘊、施設諸蘊。說名道理瑜伽方便，是故說為觀待道
理。」（卷25，第703頁中。）

兼論寶藏寂論師所屬的宗派
——

理解，而鑒於分別心依名言的力量建立遍計所執性，本文認為也應

識宗認為執識實有是法執，證圓成實性要除遣依他起性，依他起性
不是根本智的自境。「境我」與「識我」在內的任何「法我」，都
是應遮破的體性。唯識無境的修法中，在加行道，以唯識想除遣對
境的執，依真如作意遣除對識的執。唯識學主張識非是以自成自體
的方式而有，以緣起成立如幻顯現；而與所遮遍計所執性相比，當
然要許為「真實有」，另一方面也許為勝義無自性性。唯識宗不承
許識是空性所遮的「真實有」，如《成唯識論》中若執唯識真實有
者亦是法執等文可證。已經有如此等等安立，很難理解若干宗派何
以又認定唯識宗執著依他起性。
宗義書中所描述的唯識宗義，既然稱之為「唯識宗義」，應該
符順唯識經論所確定的唯識思想。如果唯識宗經論翻譯沒有問題，
漢譯和藏譯就應該与印度所傳梵本文義一致。這些經論所確立的宗
義，才是唯識宗宗義。唯識宗所安立的唯識無境、依他起性等應該
依唯識典籍來確定。本文認為理應依唯識經論來闡述唯識思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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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於唯識宗的觀點，除非「順瑜伽行中觀派」屬於唯識宗而非中
觀派。總之，唯識宗義應依唯識宗經論來勘定。

三、依唯識宗典籍所確立的唯識宗見
唯識宗依《解深密經》，承許前二法輪不了義，第三法輪了
義。由於第三法輪經典有宣說唯識無境、種子識、三自性等，唯識
思想依於第三法輪經典建立，所以勢必承許唯識無境等。鑒於根本
識、種子熏習、唯識無境、識轉變、二諦等主要依三自性建立，本
文認為可以從這些點定義唯識宗：
承許三時法輪中唯第三法輪了義，以三自性無自性（三無自
性）宣說佛教宗義者（宗派）是唯識宗。
此處，「三時法輪」出自《解深密經》。本文中若無其他特別
說明，三法輪都是指《解深密經》所說三法輪。
「三自性無自性」是說無自性的原因和方式是不同的，是三種

無自性。這樣，也可以說唯識宗是「以三性各別的無自性宣說無自
性的派別」。唯識宗認為「無自性」應區分為生無自性等三種，其
實就是區分了依他起性等三性各別的無自性。換言之，依據三自性
之不同確立了不同的無自性方式，這是唯識宗對般若經所說「諸法
無自性」的詮釋。
般若經中也有宣說三自性及無自性，但關於三自性與唯識無境
及根本識等自洽與否缺乏明確經文。中觀宗也可以對三自性加以解
釋，但可能解說成許有離識的外境。或有說，順瑜伽行中觀派所安
立的三自性也與唯識無境自洽，但卻是中觀派。如此，就應辨析所
謂順瑜伽行中觀派是否承許《解深密經》、《楞伽經》等第三法輪
經典了義。或有說，順瑜伽行派中觀師承許《解深密經》、《楞伽
經》等是了義經。如此的話，應說彼所謂順瑜伽行派中觀師實際是
唯識師。總之，需要給出唯識宗的定義以便抉擇。
唯識宗依三自性宣說無自性，考慮到三自性與根本識及唯識無
境的關係，唯識宗定義可有兩種形式：

性、遍計所執性、圓成實性宣說佛教宗義者（宗派）是唯識
宗。

遍計所執性、圓成實性宣說佛教宗義者（宗派）是唯識宗。
補特伽羅所持的宗見只要符合二者任一，就是持唯識宗見。
依於不同的側重點，唯識宗定義可有六個形式：
1、 承許三時法輪中唯第三法輪了義，基於唯識無境，以三自性宣
說佛教宗義者（宗派）是唯識宗。
2、 承許三時法輪中唯第三法輪了義，基於根本識，以三自性宣說
佛教宗義者（宗派）是唯識宗。
3、 承許三時法輪中唯第三法輪了義，基於唯識無境，以三性無自
性（三無性）宣說無自性的佛教宗義者（宗派）是唯識宗。

兼論寶藏寂論師所屬的宗派
——

2、 承許三時法輪中唯第三法輪了義，基於根本識，以依他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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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承許三時法輪中唯第三法輪了義，基於唯識無境，以依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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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承許三時法輪中唯第三法輪了義，基於根本識，以三性無自性
（三無性）宣說無自性的佛教宗義者（宗派）是唯識宗。
5、 承許三時法輪中唯第三法輪了義，基於三自性（三無性）圍繞
唯識無境宣說佛教宗義者（宗派）是唯識宗。
6、 承許三時法輪中唯第三法輪了義，基於三自性（三無性）圍繞
根本識宣說佛教宗義者（宗派）是唯識宗。
六個定義中，1、3、5等價，2、4、6等價。若承許八識說，此
六個定義彼此等價，可選擇任一。若只承許六識說，可於1、3、5
選擇任一。
據說唯識宗有隨教行唯識派和隨理行唯識派。隨教行唯識派承
許八識及究竟三乘，隨理行唯識派承許六識和究竟一乘。隨理行唯
識派長期在漢傳唯識沒有任何影響力，乃至於漢傳藏經中沒有典籍
提及此派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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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我們能夠理解，陳那作為一位唯識宗論師，出於弘法的方便，為
了其量論著作獲得更多人的共許，可以迴避第八識問題。其次我們
需要從文獻上找到陳那否定第八識的依據，才能確定陳那不承許第
八識。
按照玄奘翻譯習慣，「本識」、「異熟識」是第八識的異名。
玄奘譯本《觀所緣緣論》中有提及此二異名。14 從《成唯識論》的
14 《觀所緣緣論》卷1：「本識上五色功能名眼等根，亦不違理。」、「此內
境色復能引起異熟識上五根功能。」（大正藏，第31冊，第889頁上。）
藏文本與漢譯本不同，我們作這樣的假設：漢藏譯師的翻譯都如實，譯本流
傳中也不存在改竄的問題。如果此假設成立，漢藏譯本之不同的原因，是所
據梵本不同。這樣，在印度可能有兩個版本的《觀所緣緣論》，一個明確安
立第八識，一個沒有明確安立第八識。陳那論師持唯識宗見無疑，他的量論
著作對於第八識的態度很模糊，但也并沒有專門論證第八識不成立。筆者大
膽猜測這是他出於弘揚量論的需要，為了獲得更多的共許，所以并未專門探
討第八識，不代表他私下里不承許有第八識。他完全可能為唯識宗寫一個明
確安立第八識的《觀所緣緣》，也為其他宗派寫一個不明確安立第八識的
《觀所緣緣論》。當然，這只是猜測。
筆者有理由相信，陳那的弘法歷程，一段時間是專弘因明，此後專弘《瑜
伽師地論》，他的門人中有一些通曉《瑜伽師地論》，這在當時還是有名
氣的。依據是玄奘法師的記載：「陳那菩薩敬受指誨，奉以周旋。於是覃

文句來看，玄奘認為陳那主張有第八識。15 所以，玄奘譯本《觀所
緣緣論》可以作為漢傳唯識認為陳那承許有第八識的依據。至於真
相如何，也應該參考梵文、藏文中可信的版本來綜合判斷。16
如果「順理派唯識」論師中有承許根本識和意識同體者，換言
之，主張根本識就是意識，不承許意識外有根本識。考慮到沒有第
八識將對種現生熏的緣起論、三自性和唯識無境等產生巨大影響，
導致這些思想難以完善安立。如果彼等論師又認為第二法輪了義，
第三法輪不了義，則根本就不是唯識論師。考慮到一些論師承許唯

思沈研，廣因明論。猶恐學者懼其文微辭約也，乃舉其大義，綜其微言，
作因明論，以導後進。自茲已後，宣暢瑜伽，盛業門人，有知當世。」
（《大唐西域記》卷10，大正藏，第51冊，第930頁下）。此處承接前文妙
吉祥菩薩告誡陳那「當廣傳說慈氏菩薩所製《瑜伽師地論》，導誘後學，為
利甚大。」（《大唐西域記》卷10，第930頁下。）按照《大唐西域記》中
的記載，陳那「敬受〔妙吉祥菩薩的〕指誨」而「宣暢瑜伽」，「宣暢瑜
伽」加上標點的話，應是「宣暢《瑜伽》」，就是指大力弘傳《瑜伽師地
論》。問題是陳那論師若是不承許有第八識，難道一邊依據《瑜伽師地論》
講有體性異於第六識的第八識，一邊批判說第八識與第六識體性異不成立？
不應該是這樣子弘揚《瑜伽師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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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成唯識論》卷4：「《觀所緣論》亦作是說：識上色功能，名五根應理；
功能與境色，無始互為因。彼頌意言，異熟識上能生眼等色識種子名色功
能。說為五根無別眼等，種與色識常互為因，能熏與種遞為因故。第七八識
無別此依，恒相續轉自力勝故。第六意識別有此依，要託末那而得起故。」
（大正藏，第31冊，第19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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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词所出現的文句對比：
藏： 復即次第而現義者，能生同自所現之果，是為功能，此依識有亦不相
違。
陳： 是似塵識次第起，為生似果起功能，生識相續。
奘： 或前識相為後識緣，引本識中生似自果功能令起，不違理故。
藏： 此二互相為因，又無始時，有時功能成熟故由識生起境相。有時即依
彼相而有功能。
陳： 此法更互為因，亦無有始，何以故？或功能成熟故起似塵識故功能得
成。
奘： 此根功能與前境色從無始際展轉為因，謂此功能至成熟位生現識上五
內境色，此內境色，復能引起異熟識上五根功能。

兼論寶藏寂論師所屬的宗派
——

16 按照呂澂、釋印滄編《觀所緣緣釋論會譯》，《觀所緣緣論》藏譯本中沒有
明確的證據表明支持第八識。如此大的差異，如果不是梵本不同，就是玄
奘三藏採取了意譯。如果是意譯，玄奘三藏憑自己猜測而認定「陳那論師支
持八識」？他在印度時，沒有人告訴過他「陳那論師很特別，只承許六識」
嗎？如果有的話，玄奘法師求證後，認為陳那論師真不承許第八識，還會這
樣譯？應該是玄奘三藏認為陳那論師持八識說，他也把這個看法告訴了窺基
法師等人，所以窺基法師才會說「彼《觀所緣》頌中意說，第八識上有生眼
等色識種子」。（《成唯識論述記》卷4，大正藏，第43冊，第381頁中。）

識無境，如果其宗見可以納入唯識宗見，就不能突破三時法輪中只
有第三法輪了義的底限。
在世俗諦中，安立識，聖者後得智能如實見萬法唯識。識境相
互觀待，若無親所緣緣則無識，八識都不例外；若有識則有親所緣
緣，或變帶或挾帶。在勝義諦中，則不安立識，如《解深密經》中
勝義善巧菩薩如實不見阿賴耶識等文可證，如《瑜伽師地論》中證
圓成實性需要除遣依他起性等文可證。
唯識宗如何安立依他起性是實有（勝義有），理應依據唯識典
籍來確定。如果宗義書中對於依他起性的理解與唯識思想符順，完
全可以承許。對於依他起性，唯識宗承許其是以緣起成立如幻而
有，而生無自性也否定了依他起性自體自成（從自方而有），這決
定唯識宗不主張依他起性是自方而成立的「真實存在」、「諦實有
（存在）」。至於依他起性是以何等方式而成為離言自性，應說是
以唯識無境的方式。從這幾個點，就可以看出藏傳佛教一些宗義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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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成派之所以認為唯識宗所安立的識不成立，根本原因是應成
派認為緣起不是唯識無境的緣起，而是外境有的緣起。所以，應成
派承許有離識的境。唯識宗自然不讚同緣起是外境有的緣起，對唯
識宗而言，所謂外境是應遮破的自性（遍計所執性）。
有一種說法：唯識宗並不是不承許有境，只是不承許有離識的
境，所以唯識宗承許識是實有的；如果承許識是假有就是中觀，不
是唯識。按照這個說法，安慧、護法、玄奘等就持中觀見而不是持
唯識見。唯識宗典籍承許法無我在識境等一切法上成立。所以，唯
識宗僅是否定境實有（境上「法我」）卻不否定識實有（識上「法
我」）的主張并不成立。
唯識宗承許識境二者可以安立三種無自性（遍依圓三自性各自
的無自性），證空性要觀擇三種無自性。所以，唯識宗并不是不承
許識或境無自性。中觀宗貌似并不區分三種無自性的方式不同，因
為在諸法上安立同一種無自性。焦點問題是圍繞著三種無自性與萬
法上的同一無自性，此二者中何者是中道見。此中，必然要區分假

實。如前所說，「假有」和「實有」在唯識典籍中有不同的用法。
在依圓二性與遍計所執性對比中，遍計所執性是假有；在依圓二性
對比中，依他起性是假有。總之，在抉擇假實時，要看著眼於何
處。
如果是著眼於空性，來安立識的假實：唯識典籍中有說「若時
於所緣，智都無所得；爾時住唯識，離二取相故」，有說「色識為
迷因，識識為迷體；色識因無故，識識體亦無」，有說若執識真實
有也是應破除的執著，又說安住唯識性的菩薩不見阿賴耶識乃至意
識等，總之根本智現證真如的情況中無能所二現，需要安立依他起
識是假有。17 唯識宗當然有宣說識有境空，實際或是側重於暖位破
除對境的執，或是從世俗諦描述斷除雜染心能得到根本智。在世俗
諦中，需要安立證真如的心智，并非沒有證真如的心智只是妄執彼
為有；所以，在世俗諦中完全可安立依他起識是實有。
一種觀點認為承許識是假有是中觀見，又承許中觀比唯識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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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解深密經》卷1：「若諸菩薩，於內各別如實不見阿陀那，不見阿陀那
識，不見阿賴耶，不見阿賴耶識，不見積集不見心，不見眼色及眼識，不見
耳聲及耳識，不見鼻香及鼻識，不見舌味及舌識，不見身觸及身識。不見意
法及意識。」（大正藏，第16冊，第692頁下。）
「是諸識轉變，分別所分別，由此彼皆無，故一切唯識。」、「若時於所
緣，智都無所得，爾時住唯識，離二取相故。」都是《唯識三十頌》的偈
頌。「色識為迷因」一頌出自《大乘莊嚴經論》卷4〈12述求品〉，長行解
釋：「『色識為迷因，識識為迷體』者，彼所迷境名『色識』，彼能迷體名
『非色識』。『色識無體故，識識體亦無』者，『色識』無故，『非色識』
亦無。何以故？由因無故，彼果亦無。」（大正藏，第31冊，第612頁中。
）《成唯識論》卷2：「若執唯識真實有者，如執外境，亦是法執。」（大
正藏，第31冊，第6頁下。）對於「若執唯識實有，亦是法執」，有種觀點
認為是玄奘法師等把中觀宗見拉到唯識宗裏。如此的話，唯識宗所依《解
深密經》中宣說如實不見阿賴耶識等，也是把中觀宗見拉到唯識宗裏。這當
然不成立，中觀思想和唯識思想容有共許者，所不共許者才是兩個宗派的
邊界。法尊法師〈《唯識三十頌》懸論〉說：「總之唯識的結果，是認爲唯
識亦非實有，才入見道的。唯識的前半段說識實有，後半段說識空。他若要
說有，就把前半段搬出來，若要說空，又把後半段搬出來。總說要唯識說的
空，才是了義；般若說的空，便是不了義。因爲他是第二時的教，又須得下
解釋。」（《法尊法師佛學論文集》，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印本，1990，第
125頁。）般若經中所說空無自性，因為是籠統地說，沒有明確區分三自性
各別的空無自性，所以才說彼需要解釋（不了義）。唯識宗以三性無自性解
釋般若經，般若經中所說的作為勝義諦的法無我，唯識宗認為與圓成實性
（勝義無自性）并無二致。至於應成派，則是認為唯識宗的圓成實性是粗劣
之空，并不是真正的法無我。此中有很多問題需要辨析。

竟，言外之意承許識是實有是執著。任何大乘派別無論如何宣說親
證真如，都安立了證真如之根本智，可再從根本智對真如的觀感來
闡述無智無得。那麼，兩個宗派都宣說勝義諦中無智無得，從勝義
諦上難以抉擇，可從世俗諦中抉擇。對於根本智證真如，在世俗諦
安立上，中觀宗也承許有根本智。唯識宗安立根本智既宣講空分也
宣說明分，中觀宗安立根本智則是偏重於宣講空分，中觀宗的安立
比唯識宗的安立高明在何處？如果說唯識宗安立證真如之根本智是
有增益執，持唯識宗見者證真如時就不是二現隱沒而證，而是只證
境空不證識空。那為何唯識典籍中宣說要觀擇識境俱不可得，要宣
說心智「現前立少物」不能證唯識性（空性）？根本智泯滅二現，
另外一種表敘是「識境俱泯」。以唯識立場，其他法對於根本智固
然是境，根本智對於根本智也是境。法看起來是什麼樣子，與心識
有關；根本智認知法，唯是緣法的勝義諦；這是講，根本智不見法
的世俗諦相；於根本智，法看起來是真如。如此，法在根本智的自
境中顯現為真如，也是因為只是勝義諦體顯現。如此，根本智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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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或有必要強調：所觀者若都不指向X，沒有理由說在觀擇X。
若心智觀擇的是X的真諦，則一定是指向心智自境中顯現真諦的
X，彼時X的世俗諦隱沒；由於見到X顯現的勝義諦相，而說觀擇的
是X的真諦。至於觀擇世俗諦，類推可知，不再具體說明。總之，
應從量識所觀境的行相界定所見的是何，所見者定然是顯現為所見
行相之X，也就是X在彼量識自境中的具體顯現。
經由如上分析，本文未發覺唯識宗安立的識有執著。
印度唯識著作作為具量依據者，其相關描述足以說明應該如何
理解識境關係問題。除非「非實有」的概念不同，否則中觀宗和唯
識宗的分界線并非是承許識實有與否。理論與實踐是自洽的，還可
以從唯識觀來說明。唯識無境的修法可以概括為：「依識有所得，
境無所得生；依境無所得，識無所得生。」18 也就是說：「由唯識
智，無境智生；由無境智生，復捨唯識智；境既非有，識亦是無；
18 《辯中邊論》卷1，大正藏，第31冊，第465頁下。

要託所緣，識方生故」19。依他起識如幻而有，於勝義諦中終歸是
「無所得」。固然要觀擇唯識，也要觀擇真如，要觀擇識境俱不可
得，泯滅能所顯現才證圓成實。如果這幾處引文作為證據還不夠，
那可再引一處作為證明：

定執心有實，是增益法邊。定執心無實，是損減法邊。為
離此執說中道行，謂於是處無心、無思、無意、無識。20
執著識有實或無實都不是中道，「於是處無識」的說法已經很
明確地表明唯識宗對「識實有」的態度。生無自性性強調諸依他起
法都不是依非緣起的體性而成立，依他起性是「如性空」，是「異
性空」。總之，依他起性、自證識等諦實成立〔是依非緣起的體性
而成立〕之說不符合唯識學。

三、寶藏寂對唯識宗的概括
寶藏寂（Rantnākaraśānti）是印度後期唯識宗的論師，活躍年代
「寶寂」、「馨底跋（襄提巴）」（Śāntipa）等。他是當時印度佛
教最著名的論師之一，多羅那它《印度佛教史》有說：「在這一
時期出世的被稱為“六賢門”的大德中，東方之門的守護者寶生寂
和無畏生密阿闍梨，評價說：「除了由於時運的原因在利益教法和
眾生方面有大小之別外，其功德與先前的大阿闍梨世親等人並無二
致」。22
有證據表明寶藏寂論師承許八識，比如《中觀莊嚴口訣論》
（Madhyāhakāla kāropadeśa）解釋依他起性的時候，用三類識來解

19 《辯中邊論》卷3，大正藏，第31冊，第465頁下。
20 同上，第476頁中。
21 多羅那它：《印度佛教史》，張建木譯，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5，第
192頁。
22 同上，第2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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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闍梨（Rantnākaraśānti）的傳記譯於他處。」21 對於寶生寂阿闍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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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是11世紀。寶藏寂的名稱又有譯為「寶生寂」、「寶作寂」、

釋：「彼依他起亦三行相，阿賴耶識及具染汙意及趣入識也。」23
在《般若波羅蜜多論》（Prajñāpāramitopadeśa）中有說「非清淨遍分
別者，亦成八行相，即阿賴耶及具染污之意及六趣入識八種也。」24
他將識分為三類，並且說明阿賴耶識攝持染污種子。《般若波羅蜜
多論》中的相關行文：「彼者三行相，阿賴耶識及染污意及趣入
識。彼中，爲一切遍染污法之種子所依故，是阿賴耶也。」25 雖然
在他的論著中，他有把阿賴耶解釋為基，但也有明確宣說阿賴耶識
變現根身、器界。「彼中，初者顯現爲身及處及受用，身者，諸根
也。處者，器世間也。受用者，五境也。」26 他承認阿羅漢位舍阿
賴耶識之名，說為「滅敵者遮返阿賴耶識」。27 他對阿賴耶識與業
異熟的安立，「阿賴耶識者，由善業感異熟於善趣，由不善感異熟
於惡趣。」28 這些觀點與順教派唯識是一致的。我們相信，寶藏寂
是順教派唯識師，而并非僅建立六識來宣說唯識的順理派唯識師。
當然，這並不妨礙寶藏寂重視法稱的觀點，在唯識無境等論證上參
考和借鑒《釋量論》。《成立唯了相論》（Vijñaptimātratāsiddhi）用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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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證之自體性般也。」29 明顯，這是通過識境同體相屬關係來證
成。
23 寶藏寂：《中觀莊嚴口訣論》，釋法光譯，初稿。寂護論師有名稱近似的
著作《中道莊嚴論》（madhyāhakāla karav tti）。寶藏寂《中觀莊嚴釋成就
中道論》（Madhyamakāla kārav tti-madhyamapratibadāsiddhi）是《中觀莊
嚴口訣論》（madhyāhakāla kāropadeśa）的注釋，不是解釋寂護《中觀莊
嚴教授論》（madhyāhakāla karav tti）。渥德爾介紹寶藏寂的著作的行文中
說：「除了上述兩部之外，它們還包括一部關於寂護的《中道莊嚴論》的注
釋......」。（渥德爾：《印度佛教史（下）》，王世安譯，貴陽：貴州大
學出版社，2013，第137頁。）就现在发现的宝藏寂著作来看，《中道莊嚴
論》的注釋應該是《中觀莊嚴釋成就中道論》，渥德爾誤認為此論是注釋寂
護《中道莊嚴論》；或者真的有那個注疏，是笔者孤陋寡闻而不知。
24 寶藏寂：《般若波羅蜜多教授》，登巴格西（釋法光）譯，初稿。
25 同前。
26 同前。
27 同前。
28 同前。
29 寶藏寂：《成立唯了相論》，釋法光譯，初稿。此論又可譯為《成唯識論》
或《唯識性成就》等。法光法師解釋為：某一法只要被某一者證悟，這一法
體性就不可能異於能證者，譬如能證者自之體性。比如白色等有法非體性異
於能證（能顯明）之知，因為它們是為能證（能顯明）所顯明故。

沒有理由認為寶藏寂是順瑜伽行中觀師，如果非要說「寶藏寂
是中觀師」也可以。按照他對中觀的理解，我們可以稱他為「中觀
師」。只是如此一來，所有提倡三性中道的唯識論師，我們也要稱
為「中觀師」。考虑到現代宗派觀念，我們把他界定為唯識論師。
唯識宗的中道觀，顯然是架構在三性上，我們稱之為「三性中
道」。對此中道，彌勒菩薩概括為：

虛妄分別有，於此二都無；此中唯有空，於彼亦有此。故
說一切法，非空非不空；有無及有故，是則契中道。30
寶藏寂在《中觀莊嚴釋成就中道論》（Madhyamakāla kārav ttimadhyamapratibadāsiddhi）中援引此頌，作為真正的中觀道。對此偈
頌，由於主題關係，本文有意選取寶藏寂的理解。

此中云何有彼菩提方便中觀道？故說：“一切無二我，有
二錯亂我，彼即空自性，許此中觀道。”二即能取和所
取。彼之我性即自性。彼“一切無”即蘊等無。無二取而
中空性即二取空，即離二取、依他起自性、蘊等三。是故
此等是有性，彼即所許中觀道。諸法無根本自性故，然其
他應有故，是謂“部分有，而部分無，即是中觀義”。然
他，圓成實不從，假名因中生，猶如次第生。”此三自性
如是次第，猶“遍計所執、依他起和圓成實”之有名，錯
亂中增益故，從因生故，不成立故，如是次第。31
30 《辯中邊論頌》卷1，大正藏，第31冊，第477頁下。在寶藏寂《中觀莊嚴
釋成立中觀道論》（《中觀莊嚴釋中道成就論》）中有引此偈頌，顧毳譯
為：“非净妄计有，彼中二非有，彼中有空性，彼中亦有彼。非空非非空，
是故说一切，有无及有故，彼即是中道。”登巴格西（釋法光）譯為：“由
非淨辨別，彼中非有二，空性彼中有，彼中亦有彼，非空非不空，如是說一
切，有無存在故，彼是中道也。”

31 寶藏寂：《中觀莊嚴釋成立中觀道論》，顧毳譯，，修訂稿，收入《“空有

融合”佛典選譯》（出版中）。也可參閱原譯稿，第二屆東方唯識學國際研
討會論文集，第114-115 頁。這一段文，登巴格西（釋法光）翻譯如下：菩
提之方便彼中道，此中為如何也？如云：二體性皆無，二錯亂體有，彼者空
體性，許此為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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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自性名何？又彼從何假立彼等名？曰：“遍計和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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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亂顯為二取。彼中自性即蘊等二取。是故此為有性。彼

寶藏寂認為，堪為大乘菩提方便的中觀道是這樣的：在蘊體等
諸法上，不會有能取的自性（我性）和所取的自性（我性），但是
會有錯亂二現顯現，也就是說會有虛妄分別。蘊等法不可能是二取
的體性，但可以是二取錯亂的體性。虛妄分別所攝的諸識是依他
起性，的確要許為有。二取空（圓成實性）也要許為有，二取空能
夠在虛妄分別識或依他起法上安立，許為彼之勝義諦（空性）。或
者說，彼等法的實相遠離二取。所以，彼中有空的體性。蘊等法上
有二取錯亂顯現，也有二取空，這樣許為中道。遍計所執諸法無所
有，依圓二性不是無所有。此种無及有，就是所謂的「中觀義」。
依錯亂增益而建立遍計所執性，依從因生的緣故而建立依他起性，
依無變異的緣故建立圓成實性。以如此的次序，安立遍依圓三性。
如前所說，寶藏寂受許三性中道，認為是真正的中道。相異的
中道觀，他評價為「餘者說其餘中觀道」，32 他批判了若干相異的
中道觀。限于主體，相關的批判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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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所取及能取也。彼體性者，自性也。由皆無者，無蘊等也。於無二顯
現為二者，錯亂也。彼中體性者，蘊等第二也。彼故，此者存在性也。彼中
空性者，由二所空。遠離二，依他起體性蘊等，第三者也。彼故，又此等存
在也。彼承許謂中道也。
第一自性之諸法無故，由其餘者存在故；以某類者存在，某類不存在者，為
中觀義也。那麼，彼等自性之名，如何稱呼？又由何彼假立彼等之名也？
如云：遍計及依他 圓成此諸者 假立由因生 不變如次第
此三之自性者，如其次第，具所謂遍計及依他及圓成之名，因於錯亂增益故
及由因而生故及不變故，如其次第也。
筆者注：目前沒有發現《中觀莊嚴成就中道論》梵本，很可能已經沒有梵文
本。藏譯本主要有北京版與納塘版及德格版，漢譯本即參照這三個藏譯本，
三譯本中不同之處，斟酌選定。沒有梵文本，就無法從梵文對漢譯本加以審
校。鑒於此論具有重大意義，筆者有意推動翻譯。漢譯本方面，最早出現
的是顧毳譯本，初稿形成於2018年1月中旬；形式上是藏漢對譯，總字數約
1.7萬。法光法師譯本初稿於2018年1月下旬形成，由法光法師口譯，筆者筆
錄，漢字部分約1.8萬字。考慮到寶藏寂的時代，護法、清辨、月稱、月官、
寂天等都在他出世的幾百年前，寶藏寂了解印度佛教史上的空有之爭雙方的
觀點，并加以抉擇。他的抉擇對於我們理解「中道」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不过，《中觀莊嚴成就中道論》義理深奧，有些文句很難懂，漢藏佛教界歷
來并沒有現成的註解。有鑒於此，筆者邀請一些法師聯合註解《中觀莊嚴成
就中道論》，注釋所用的底本據法光法師譯本，也參考顧毳譯本。顧毳譯本
已經公開，待合著完成後公開法光法師譯本。此處錄出，供讀者參考。
32 寶藏寂：《中觀莊嚴釋成立中觀道論》，顧毳譯，，第二屆東方唯識學國際
研討會論文集，第114-115頁。顧毳新譯稿中把此句修訂為「餘者如是別說中
觀道」，法光法師（登巴格西）譯為「其餘者於他而說中道」。

寶藏寂論師對於四宗的界定是這樣的：

是故，彼許三自性，此理是中觀師合理。是故，何為四佛
教弟子？諸凡承許以無相識認知藍色等境者是毗婆沙師。
諸凡承許將假立境之益處領受為鏡影之相而認知為境者是
經部師。此復，諸凡不承許識中有藍色等外境，雖此等是
識性，然說無始習氣力生起藍色等，彼等是瑜伽師行者，
而說三自性者是中觀師。此復，凡說一切虛妄者是顯現似
中觀。33
有部師不承認識帶相，經部師承許識帶相，這兩個宗派都承許
外境有。唯識師不承許外境有，許境以識為體，依於習氣（種子）
而現。這樣的唯識師以三自性來宣說中道，就是中觀師。而宣說
「世俗有勝義無」或「諸法都虛妄」的所謂中觀師，只是相似中觀
師，並非真正的中觀派。換言之，唯識宗是真正的中觀宗，貫徹了
中道觀。
寶藏寂認為龍樹菩薩持唯識宗見，在《般若波羅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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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龍樹之弟子」。固然，若干中觀論者也可說自宗許三自性，但
難以受許《辯中邊論》所宣說的與唯識無境自洽的三性中道。所

寶藏寂把唯識派分為有相唯識和無相唯識：「諸瑜伽行者亦由
知具相及不具相之差別有二行也。」34 他本人可能受許無相唯識，
待將來另文分析。我們可以說寶藏寂進行了空有融合，但他無疑認
為唯識宗見了義究竟，唯識宗所許的中道是真正的中觀道。

33 同31。可參原譯稿，第二屆東方唯識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第126頁。法光
法師譯為：「如是故，是承許彼性三自性。此理者，於中觀者應理也。如
是故，四佛教徒是如何？諸凡承許無相之知了藍色等義者，一切有部也。諸
凡承許由義作饒益故由領納影像之相了義者，經部者也。又諸凡不承許離識
之外境藍色等，但是雖此等是識性，彼等宣說由無始之習氣之力而生藍色等
者，是瑜伽行者。宣說三自性者，中觀者也。又諸凡宣說唯虛妄，是相似中
觀者也。」
34 寶藏寂：《三乘建立論》，釋法光譯，初稿。

兼論寶藏寂論師所屬的宗派
——

以，在寶藏寂看來，不是真正的中觀師。

.

結語
我們應該從唯識宗所依典籍所構建的唯識思想體系來界定唯識
宗，不難發現唯識思想是建立上第三法輪了義之上，圍繞著三自性
（三無性）來展開。了不了義是佛教詮釋學的基礎，我們界定唯識
宗，首先應說明唯識宗許第三法輪了義。其次，應該說明唯識思想
主要的也是基本的觀點，就是三性各別的無自性。在闡述這個基本
觀點時，允許結合八識說或六識說，而此二者共同承許唯識無境。
基於這些要素，本文給出了唯識宗定義。
我們當然可以參考藏傳宗義書中給出的唯識宗定義，更應該參
考印度唯識宗論師對唯識宗作出的界定。關於藏傳宗義書對唯識宗
的界定，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唯識宗對於依他起性的安立，尤其要注
意到唯識典籍中假有與實有的不同用法。至於自證分，在主要所依
典籍中並未明文提到。自證分理論是中期唯識論師探索心識，提出
的新的唯識思想。唯識派承許識有自證分，經部也許有自證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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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寶藏寂論師著作中明確承許唯識無境及八識及三性中道
等，應說我們有充分的證據認定寶藏寂是印度後期唯識宗論師，並
不是中觀論師。他的宗派思想是我們重要的參考，尤其他對中道觀
（中觀）的看法。寶藏寂論師認為龍樹菩薩承認唯識無境和三性中
道，應該是屬於唯識宗，而真正的中觀是以與唯識無境緣起論自洽
的中觀，許外境有及其他中道觀者并不是真正的中觀師。
此外，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主體內容出自拙著《唯識宗與
應成派宗義抉擇》（出版中），不同章節的相關內容按本主題來重
新編輯。寶藏寂論師的宗派屬性判斷及思想介紹，屬於新增內容。
寶藏寂論師的著作若干漢譯本暫時不能公開，但本文有引用那些並
未發表或公開的資料，歡迎掌握梵語、藏語的教界和學界大德核對
并賜教。

The Definition of Vijñāna-mātratā: Also on
Rantnākaraśānti and his Sect
Ven. ZE SHENG
Wen Zhou Buddhist College

Abstract: The definition of vijñāna-mātratā given by Books of
Division on Buddhist sects in Tibetan Buddhism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vijñāna-mātratā’s thought in Sa dhi-nirmocana-sūtra and

natures ; the middle way

兼論寶藏寂論師所屬的宗派
——

Key words: The Definition of Vijñāna-mātratā ; Rantnākaraśānti ; the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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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gācāra-bhūmi, and Vijñāna-mātratā sect should be defined by the
sutras and treatises which are the base of Vijñāna-mātratā sect. The
use of the terms of substantially existence and ultimately existence
are different in the sutras and treatises of Vijñāna-mātratā sect. Based
on the different uses, the other-dependent nature can be regarded as
substantially existence, or as illusionary existence. Vijñāna-mātratā sect
argued that the first two wheels only have provisional meanings, and
only the third wheel has definitive meaning. The third wheel illustrated
the theories of vijñāna-mātratā without object, the seed consciousness,
and the three natures, which can become the ground for defining
vijñāna-mātratā. Rantnākaraśānti was a master in the later period of
Vijñāna-mātratā sect in India. His opinion toward the middle way is
highly rega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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