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伏制止諸魔眷屬真言
【 唐－不空三藏法師譯版 】

Nama 2k20agarbh2ya bodhisattv2ya mah2sattv2ya.【 誦三遍 】
哪嘛 啊喀沙噶惹巴呀

跛滴仨特突哇呀

马哈仨特突哇亚。

Tadyath2, amatai vi-matai sam2tte sahita anu-sa3dhi n9no tr25e nirwī 嘛泰

塔滴呀他，啊嘛泰

洒嘛 tēi 洒 hī 他

啊怒 三姆滴

努 no 特啦 nēi

妮惹

gh2tani, maitra yukti karu5ani, sa3-nip2ty-amati, bh9ta rak=a dharma
噶他妮， 买特啦

一呜克踢

喀噜那溺， 三姆 妮趴踢 啊嘛踢， 补他， 啦克沙

打惹嘛

nir-v4te, dharma-rak=ite, uj-jvalini kh1li, huru huru, huru huru ta7-kare,
妮惹 呜哩 těi，打惹嘛 啦克师一 těi，呜之 之哇哩妮

kī 哩， 虎噜

虎噜，虎噜

虎噜 他的 喀嘞，

tath2 vanite 01la anu-mati ak=aya nir-di0e, kle0a apa-kar=e. Buddha
塔他 瓦妮 tēi 师一啦

啊怒 马踢

啊克沙呀

妮惹 滴 shei ， 克嘞沙

啊趴

喀惹 shei 。 补搭

adhi=6hite, dharma jvalani, sa3gha anu-game anuttare anatikrama51ye;
啊滴师踢 těi，

打惹嘛

之哇啦溺，

三姆嘎

啊怒 噶 mēi

啊怒塔嘞

啊那踢克啦嘛妮夜；

ni-graha5i m2ra-pak=asi, yukti h4di 2571re a-0e=a-tr2sa vi=aya anu妮 ge 啦哈妮

马啦 趴克沙斯一，一呜克踢

贺哩滴

安滴嘞

啊 shēi 沙 特啦仨

wǐ 沙呀 啊怒

game, 2rya-gu5a-kare siddhe, siddha-pade mok=a anu-k9le, ni-graha5i

嘎 mēi， 啊哩呀 古那 喀嘞

斯一 dēi，斯一搭 趴 dēi 哞克沙

啊怒 枯嘞， 妮

ge 啦哈妮

para-v2d1n23, dar0ani m2ra-par=ad 2-ve0antu, catv2r-m2har2ja na0a趴啦 哇滴 nàn 姆， 搭惹沙妮

嘛啦 趴惹沙的

啊 威山突， 插突哇惹 马哈啦扎

哪沙

karo. Dev2n2m indra brahm2 sah23-pati buddha pra-s2da, deva n2ga
喀 lo。 Děi 哇 nàn 姆

因的啦 补啦嘛

仨汉姆 趴踢

补搭

扑啦 洒搭，Děi 哇

哪嘎

yak=a k4ta3 pari-tr25a3, sth2pita3 svasty-ayana3, dharma bha5aka
呀克沙
打惹嘛

克哩探姆

趴哩 特啦 nàn 姆， 斯他批探姆

斯哇斯踢 啊呀 nàn 姆，

巴那喀

n2ma rak=2ye sad-dharmasya pari-grah2ya sv2h2.
哪嘛 啦克沙耶

萨的 搭惹嘛斯呀 趴哩 ge 啦哈呀

斯哇哈。

爾時大虛空藏菩薩說是真言已，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時彼惡魔心無淨信不
樂法者，聞空中聲曰：若有聞此明真言句，若魔，若魔男，若魔女，若魔民，不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捨魔業者，則令金剛手藥叉，以大火焰金剛之杵，摧碎
其頂。爾時魔眾心驚毛豎，即同時仰觀虛空，見有五百大金剛手，各各臨於惡魔頭
上，垂欲下擊，皆悉怖懼，一時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注：
一、枚红色字体部分，烦请读卷舌音。（如若枚红色字体下出现下划线烦请读长卷
舌音。）
二、橙黄色字体部分，烦请读长音。
三、深蓝色字体部分，烦请都连读成一个字。（如若出现四个字都是深蓝色烦请前
两个字连读为一字，后两个字连读成一字。）

四、深蓝色有下划线字体部分，烦请连读成一个字的同时，下划线字体需读长音。
五、深绿色字体部分，为特殊连读，烦请都念为第一个字发长音，第二个姆字都为
自然闭嘴发音。
六、大红色字体部分与深绿色字体发音方式相同，只是第一个字不发长音（如若出
现四个字都是大红色烦请前两个字联合发音，后两个字联合发音。）
七、“——”下划线字体部分请读气声短音。
八、所有字母部分烦请按照汉语拼音发音来念诵，因为没有同音字可以代替，或者
是有同音字但是声调不相同，所以以上部分汉语拼音为自创。
九、所有的汉字组合都为一个梵文罗马化单词，烦请每行的同音字都连读，务必不
要根据个人喜好拆分同音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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