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說帝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 宋－施護譯版 】

Tadyath2, o3, praj#2 praj#2 mah2-praj#2, praj#2 ava-bh2se, praj#2
塔滴呀他， ou 姆， 扑啦之 niā

扑啦之 niā

马哈 扑啦之 niā，

扑啦之 niā

啊哇 巴 sēi， 扑啦之 niā

2loka-kari, a-j#2na vi-dhamani. Siddhe su-siddhe sidhyantu m23
啊 lo 喀 喀哩，啊 之 niā 那

wǐ 搭嘛妮。 斯一 dēi 苏 斯一 dēi 斯一滴厌突

曼姆

bhagavate sarva-a{ga sundari, bhakte vatsale, pra-s2rita haste
巴嘎瓦 tēi 洒惹哇 俺嘎

孙搭哩，巴克 tēi 瓦特仨嘞，扑啦 洒哩他

哈斯 tēi

sam20v2sa-kari,sidhya sidhya,budhya budhya,kampa kampa, cala cala,
洒嘛师哇仨 喀哩， 斯一滴呀

斯一滴呀， 补滴呀

补滴呀， 抗姆趴

抗姆趴，

插啦 插啦，

lava lava, 2gaccha 2gaccha bhagavate m2-vilamba3 sv2h2. Namo
喇哇 喇哇，

啊噶插

啊噶插

巴嘎瓦 tēi

嘛 wī 浪姆半姆

斯哇哈。 哪哞

dharmod-gatasya, bodhisattvasya mah2sattvasya mah2-k2ru5ikasya.
搭惹哞的 噶他斯呀，

跛滴仨特突哇斯呀

马哈仨特突哇斯呀

马哈

喀噜妮喀斯呀。

Nama`
哪嘛呵

sad2-praruditasya
洒搭 扑啦噜滴他斯呀

bodhisattvasya
跛滴仨特突哇斯呀

mah2sattvasya
马哈仨特突哇斯呀

mah2马哈

k2ru5ikasya. Nama` praj#2-p2ramit2ye. Tadyath2, muni dharme, sa3-

扑啦之 niā 趴啦咪他夜。 塔滴呀他， 母妮 搭惹 mēi，

喀噜妮喀斯呀。 哪嘛呵
三姆

graha dharme, anu-graha dharme, vi-mukta dharme, sad2 anu-graha
ge 啦哈

搭惹 mēi， 啊怒 ge 啦哈

搭惹 mēi， wǐ 母克他

搭惹 mēi， 洒搭

啊怒 ge 啦哈

dharme, vai0rava5a dharme, samanta anu-parivartana dharme, gu5a搭惹 mēi， wǎi 师啦瓦那

搭惹 mēi， 洒曼他

啊怒 趴哩瓦惹他那

搭惹 mēi，

古那

graha sa3-graha dharme, sarvatra anu-gata dharme, sarva-k2la parige 啦哈 三姆 ge 啦哈

搭惹 mēi， 洒惹瓦特啦

啊怒 噶他

搭惹 mēi， 洒惹哇

喀啦 趴哩

p2lana dharme sv2h2. Praj#2-p2ramit2ye tadyath2, a-khinni na-khinni,
趴啦那

搭惹 mēi

斯哇哈。 扑啦之 niā 趴啦咪他耶

塔滴呀他， 啊 kīn 妮

那 kīn 妮，

a-khinna na-khinna,avara vandani,panate panate pada5i sv2h2. Nama`
啊 kīn 那 那 kīn 那，啊哇啦 万搭妮， 趴那 tēi

趴那 tēi

趴搭妮

斯哇哈。

哪嘛呵

praj#2-p2ramit2ye.Tadyath2,a{g2 a{g2 natena,a{g2 natena, ava-bh2sa
扑啦之 niā 趴啦咪他耶。塔滴呀他，俺嘎

俺嘎

那 tēi 那，俺嘎

那 tēi 那，啊哇

巴仨

a{g2 sv2h2. Nama` praj#2-p2ramit2ye. Tadyath2, 0r1ye 0r1ye, muni-

俺嘎 斯哇哈。哪嘛呵 扑啦之 niā 趴啦咪他耶。塔滴呀他，师哩耶 师哩耶，母妮

0r1ye muni 0r1-ya0e sv2h2. Praj#2-p2ramit2ye tadyath2, o3, vara-bale
师哩耶

母妮

师哩 呀 shēi 斯哇哈。

扑啦之 niā 趴啦咪他耶

塔滴呀他，

ou 姆， 瓦啦 巴嘞

sv2h2. Nama` praj#2-p2ramit2ye. Tadyath2, o3, h4d dh1 0r1 0rute dh4te
斯哇哈。 哪嘛呵

扑啦之 niā 趴啦咪他耶。 塔滴呀他， ou 姆， 贺哩

滴

师哩

师噜 tēi 的哩 tēi

sm4te vijaye sv2h2. Nama` praj#2-p2ramit2ye. Tadyath2, van vari, van
斯姆哩 tēi wǐ 扎耶

扑啦之 niā 趴啦咪他耶。塔滴呀他，晚

斯哇哈。 哪嘛呵

哇哩，晚

vari, mah2-van vari, dhuru dhuru mah2-dhuru sv2h2. Nama` praj#2哇哩， 马哈 晚 哇哩， 督噜

督噜

马哈 督噜

斯哇哈。 哪嘛呵

扑啦之 niā

p2ramit2ye. Tadyath2, hute hute n20ani, sarva karma-2vara52ni sv2h2.
趴啦咪他耶。 塔滴呀他， 虎 tēi 虎 tēi 那沙妮，

洒惹哇

喀惹嘛 啊哇啦那妮

斯哇哈。

Nama` praj#2-p2ramit2ye. Tadyath2, om, 2-lolik sv2h2. Nama` praj#2哪嘛呵

扑啦之 niā 趴啦咪他耶。塔滴呀他，ou 姆，啊 lo 力克 斯哇哈。哪嘛呵

扑啦之 niā

p2ramit2ye. Tadyath2, o3, sarva vid sv2h2. Nama` praj#2-p2ramit2ye.
趴啦咪他耶。 塔滴呀他， ou 姆，洒惹哇
趴啦咪他耶。

wī 的

斯哇哈。 哪嘛呵

扑啦之 niā

Tadyath2, gate gate p2ra-gate p2ra sa3-gate bodhi sv2h2.
塔滴呀他，噶 tēi 噶 tēi 趴啦 噶 tēi 趴啦 三姆 噶 tēi 跛滴

斯哇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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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