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王謢國般若波羅密多陀羅尼念誦儀軌
【 唐－不空三藏法師譯版 】

淨三業真言【誦三遍】

O3, sva-bh2va 0uddha sarva dharma sva-bh2va 0uddho ’ham.
Ou 姆， 斯哇 巴哇

属搭，洒惹哇 搭惹嘛

斯哇 巴哇

书多

hàng 姆.

佛部三昧耶真言【誦三遍】

O3, jina jik sv2h2.
Ou 姆， 之一那

之一克

斯哇哈。

菩薩部三昧耶真言【誦三遍】

Om, 2lolik sv2h2.
Ou 姆， 啊 lo 力克

斯哇哈。

金剛部三昧耶真言【誦三遍】

O3, vajra-dh4k sv2h2.
Ou 姆， 瓦着啦 的哩克

斯哇哈。

獻閼伽香水真言【誦三遍】

O3, vajrodaka h9m.
Ou 姆， 瓦着 lo 搭喀

哄姆。

獻寶座真言【誦三遍】

O3, kamala sv2h2.
Ou 姆， 喀嘛啦

斯哇哈。

普供養真言【誦五遍】

Nama` samanta buddh2n23. Sarvath2 kham ud-gate sphara hema3
哪嘛 洒曼他

补搭 nàn 姆。 洒惹瓦他

gaganaka3 sv2h2.
噶嘎那看姆

斯哇哈。

抗姆

呜的 噶 tēi

斯趴啦

嘿曼姆

加持數珠真言【誦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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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哇哈。

般若波羅密多陀羅尼【 誦二十一遍或一零八遍 】

Namo ratna-tray2ya. Nama 2rya vairocan2ya tath2gat2ya arhate
哪哞 啦特那 特啦呀亚。哪嘛

啊哩呀

wǎi lo 插那呀

塔他啊噶他呀 啊惹哈 tēi

samyak-sa3buddh2ya. Nama 2rya samanta-bhadr2ya bodhisattv2ya
啊惹哈 tēi

三姆呀克 三姆补搭亚。

哪嘛

啊哩呀

洒曼他 巴的啦呀

跛滴仨特突哇呀

mah2sattv2ya mah2-k2ru5ik2ya. Tadyath2, j#2na-prad1pe ak=aya-ko0e
马哈仨特突哇呀

马哈 喀噜妮喀亚。 塔滴呀他， 之 niā 那 扑啦滴呸

啊克沙呀

ko shēi

prati-bh2navati. Sarva buddha avalokite yoga pari-ni=panne gambh1ra
扑啦踢 巴那瓦踢。

洒惹哇

补搭

啊哇 lo kī tei

哟嘎

趴哩 妮师攀 nēi

刚姆逼啦

duravag2he.Try-adhva pari-ni=panne bodhi-citta sa3-janani.Sarva abhi督啦瓦嘎嘿。
洒惹哇

特哩 啊的哇

趴哩 妮师攀 nēi

跛滴 吃一他

三姆 扎那妮。

啊逼

=eka abhi-=ikte. Dharma s2gara sa3-bh9te amogha 0rava5e. Mah2
shēi 喀

啊逼 师一克 těi。 打惹嘛 洒嘎啦

三姆 补 tēi 啊哞嘎

师啦瓦 nēi。

马哈

samanta-bhadra bh9mi nir-y2te(ni-v2se),vy2kara5a pari-pr2pa5e. Sarva
洒曼他 巴的啦

补咪

妮惹 呀 tēi

wǐ 呀喀啦那

趴哩 扑啦趴 nēi。 洒惹哇

siddha namas-k4te. Sarva bodhisattva sa3-janani, bhagavat1 buddha哪嘛斯 克哩 těi。洒惹哇 跛滴仨特突哇

斯一搭

三姆 扎那妮，巴嘎瓦踢

补搭

m2te a-ra5e kara5e, a-ra5a kara5e mah2 praj#2-p2ramite sv2h2.
嘛 tēi 啊 啦 nēi 喀啦 nēi， 啊 啦那 喀啦 nēi，

马哈

扑啦之 niā 趴啦咪 tēi

斯哇哈。

注：
nir-y2te 和 ni-v2se 兩個字的意思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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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