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俱胝佛母所說準提陀羅尼經
【 唐－不空三藏法師譯版 】
準提神咒【cund2-dh2ra51 】

Nama` sapt2n23 samyak-sa3buddha ko61n23. Tadyath2, o3, cale
哪嘛呵

仨扑他 nàn 姆

桑姆呀克 三姆补搭

Ko 踢 nàn 姆，塔滴呀他，Ou 姆，

chǎ 嘞

cule cunde sv2h2.
楚嘞

蠢 dēi 斯哇哈。

地天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3. P4thiv1ye sv2h2.
哪嘛呵

洒曼他

补搭 nàn 姆。 扑哩踢 wī 耶

自誓受菩提心戒真言

O3, bodhi-cittam ut-p2day2mi.
Ou 姆，跛滴 吃一烫姆

呜特 趴搭呀密。

佛部三昧耶真言

O3, tath2gatod-bhav2ya sv2h2.
Ou 姆，塔他啊噶 to 的 巴哇呀 斯哇哈。
蓮花部三昧耶真言

O3, padmod-bhav2ya sv2h2.
Ou 姆，趴的哞的 巴哇呀

斯哇哈。

金剛部三昧耶真言

O3, vajrod-bhav2ya sv2h2.
Ou 姆，瓦着 lo 的 巴哇呀

斯哇哈。

斯哇哈。

準提佛母心真言【 印身五處 】

O3, kamale vimale cunde sv2h2.
wǐ 嘛嘞

Ou 姆，喀嘛嘞

蠢 dēi 斯哇哈。

結地界橛真言

O3, cund1ni k1l2ya sv2h2.
kī 啦呀

Ou 姆，蠢滴妮

斯哇哈。

大虛空藏菩薩真言

O3, gagana sa3-bhava vajra ho`.
Ou 姆，噶嘎那

三姆 巴哇

瓦着啦

厚呵。

七寶車輅真言【 誦七遍 】

O3, turu turu h9m.
Ou 姆，吐噜

吐噜

哄姆。

請車輅真言【 誦七遍 】

Namas triya-dhvik2n23 sarva tath2gat2n2m. O3, vajra-agni 2-kar=2ya
sv2h2.
哪嘛斯
啊 ge 妮

特哩呀 的 wī 喀 nàn 姆
啊 喀惹沙呀

洒惹哇

塔他啊噶他 nàn 姆。 Ou 姆， 瓦着啦

斯哇哈。

請本尊真言【 誦三遍 】

O3, cale cule cunde ehyehi bhagavati sv2h2.
Ou 姆，chǎ 嘞

楚嘞 蠢 dēi ēi hī ēi hī 巴嘎瓦踢

斯哇哈。

無能勝菩薩辟除障者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O3 huru huru ca57ali m2ta{gi sv2h2.
哪嘛呵

洒曼他

补搭 nàn 姆。Ou 姆

虎噜

結牆界真言

O3, cund1ni pr2-k2r2ya sv2h2.
Ou 姆，蠢滴妮

扑啦 喀啦呀

斯哇哈。

虎噜

掺搭哩

马探 gī

斯哇哈。

結上方網界真言【 誦三遍 】

O3, cund1ni pa#jar2ya sv2h2.
Ou 姆，蠢滴妮

攀扎啦呀

斯哇哈。

結火院密縫真言【 誦三遍 】

O3, asama-agni h93 pha6.
Ou 姆，啊仨嘛 啊 ge 妮

哄姆

趴特。

奉獻閼伽真言【 誦三遍 】

O3, cale cule cunde argha3 pratî-ccha bhagavati sv2h2.
Ou 姆，chǎ 嘞

楚嘞 蠢 dēi 啊惹干姆

奉獻蓮花座真言【 誦三遍 】

O3, kamala-2san2 sv2h2.
Ou 姆，喀嘛啦 啊仨那

斯哇哈。

香水灌浴一切聖眾真言【 誦三遍 】

O3, ca sv2h2.
Ou 姆，插 斯哇哈。
奉獻塗香真言【 誦三遍 】

O3, le sv2h2.
Ou 姆，嘞 斯哇哈。
奉獻燒香真言【 誦三遍 】

O3, cu sv2h2.
Ou 姆，出 斯哇哈。
奉獻飲食真言【 誦三遍 】

O3, le sv2h2.
Ou 姆，嘞 斯哇哈。

扑啦踢 插

巴嘎瓦踢

斯哇哈。

奉獻花真言【 誦三遍 】

O3, cun sv2h2.
Ou 姆，春 斯哇哈。
奉獻燈真言【 誦三遍 】

O3, de sv2h2.
Ou 姆，dēi 斯哇哈。

Ava-t2ra catur-da0a-ardha smara ripu ko6i pra-52ma p2da vi-hite, acale
啊哇 塔啦

插突惹 打沙 啊惹搭

斯嘛啦

哩扑

ko 踢

扑啦 哪嘛

趴搭

wǐ

hī těi ，啊插嘞

ta6e sari suni cule sidhya si, cunde srambhut-t1r523 sarva 0amani sv2
塔 tēi 洒哩
洒惹哇

苏妮

沙嘛妮

楚嘞

斯一滴呀

斯一， 蠢 dēi

斯浪姆不特 踢惹 nàn 姆

斯哇

hante sa-pra-5ave. Tadyath2, k=2 ra5a gh2te, a-vidh4ta sattva damani,
汉 tēi 洒 扑啦 哪威。 塔滴呀他，kěi 沙 啦那

噶 tēi，啊 wī 的哩他

仨特突哇

搭嘛妮，

pra-siddha loka-traya artha-kari, rakta ara-vinda 0obhini, p2tra kara5e
扑啦 斯一搭 lo 喀 特啦呀

啊惹他 喀哩， 啦克他

啊啦 wīn 搭

Sho 逼妮，

趴特啦 喀啦 nēi

k=15i spho6a3, sthitv2 a-cintitam artham
kěi 师一妮

a=6a lekha

斯泼探姆， 斯踢突哇 啊 chīn 踢烫姆

啊惹烫姆

janani, naditi
啊师他

磊喀

扎那溺， 哪滴踢

satyena pra-da pra-kyod-dhi=ara 0ireya sattva3 tyera vya#japi, tat-muni

仨踢耶那

扑啦 kī 哟的 滴沙啦

扑啦 搭

师一嘞呀

仨特突万姆

踢耶啦

wǐ 厌扎披， 他特 母妮

bhoni vajri-da3 kila damya3 sura ripu bhavana3 pra-ve0ayati,
跛妮

kī 啦

瓦着哩 但姆

当姆厌姆

苏啦

巴哇 nàn 姆

哩扑

扑啦

威沙呀踢，

2ry2valokite0vara sidhya ati-na3 sa3saya3 sa-tata japat2m 2-sthi
啊哩呀哇 lo kī tei 师哇啦
扎趴探姆

啊踢 nàn 姆

斯一滴呀

三姆仨厌姆

洒 他他

啊 斯踢一

tva3 n2n2 jagat1, ki3 ca j#apt1bhyo 1ti sa-kala p2pa n20ani, bhagavati
督望姆

哪那

kī 姆

扎嘎踢，

插 之 niā 扑踢逼哟

一踢

洒 喀啦

趴趴

哪沙妮， 巴嘎瓦踢

pa6hita m2tra siddhi-kari p9raya mano-ratha3 me, siddha ati-na3 tva3
趴踢他

嘛特啦

啊踢 nàn 姆

斯一滴 喀哩

普啦呀

马 no 啦探姆

mēi，

斯一搭

督望姆

smara ka0 cit.
斯嘛啦

喀师

吃一特。

加持念珠真言【 誦七遍 】

O3, vairocana-m2l2 sv2h2.
Ou 姆， wǎi lo 插那 嘛啦

斯哇哈。

奉送聖者還本宮真言

O3, cale cule cunde gaccha gaccha bhagavati sva-bhavana3 punarOu 姆， chǎ 嘞
扑那惹

楚嘞

蠢 dēi

噶插

噶插

巴嘎瓦踢

斯哇 巴哇 nàn 姆

2gaman2ya sv2h2.
啊嘎嘛哪呀

斯哇哈。

息災真言【 02nti-kara-息災 】

O3, cale cule cunde 02nti-kuru sv2h2.
Ou 姆，chǎ 嘞

楚嘞 蠢 dēi 山踢 枯噜

斯哇哈。

布瑟置迦真言【 pu=6i-kara-增益 】

O3, cale cule cunde pu=6i-kuru sv2h2.
Ou 姆，chǎ 嘞

楚嘞 蠢 dēi 普师踢 枯噜

斯哇哈。

伐施迦羅拏真言【 va01-kara5a-敬愛 】

O3, cale cule cunde va0i-kuru sv2h2.
Ou 姆，chǎ 嘞

楚嘞 蠢 dēi 瓦师一 枯噜

斯哇哈。

阿毘遮嚕迦真言【 2bhic2ruka-調伏 】

O3, cale cule cunde pra-da3 gh2t2ya sv2h2.
Ou 姆，chǎ 嘞

楚嘞 蠢 dēi 扑啦 但姆

噶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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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