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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dyath2, jaye vi-jaye, ulke ulk2vati, 2-loke 2-lokavati, prabhe
塔滴呀他， 眨耶 wǐ 扎耶， 呜了 kēi 呜了喀哇踢， 啊 lo kēi

啊 lo 喀哇踢，

扑啦呗

prabhavati, dar0ane ni-dar0anavati,
扑啦巴哇踢， 搭惹沙 nēi

arthe arthavati,

妮 搭惹沙那哇踢， 啊惹 tēi

0odhane vi-

啊惹他哇踢，sho 搭 nēi

wǐ

0odhane pari-0odhane, kriy2 kriy2vati, ut-tara5i a3-t2ra5i, mah2sho 搭 nēi 趴哩 sho 搭 nēi， 克哩呀 克哩呀哇踢，呜特 塔啦妮 盎姆 塔啦
妮，
马哈

vijaye mah2-vijayavati, anu-sa3dhi a-prati-sa3dhi yuga mahan dada,
wǐ 扎耶

马哈 wǐ 扎呀哇踢， 啊怒 三姆滴

啊 扑啦踢 三姆滴 一呜嘎 嘛汉

打搭，

siddhi siddha

arthe,

siddha

arthavati,

mati

mati-prabhe,

uttari

斯一滴 斯一搭 啊惹 tēi，斯一搭 啊惹他哇踢， 嘛踢 嘛踢 扑啦呗，呜特塔哩

uttaravati, vimale vimala anu-sa3dhi, s2re s2ravati, s2ra anu-gati,
呜特塔啦哇踢， wǐ 嘛嘞 wǐ 嘛啦 啊怒 三姆滴， 洒嘞 仨啦哇踢， 洒啦 啊怒 噶
踢，

same sam2ra3bha vi-gati, gati 2-n1 gati a-prati-nirvartin, m40e=a

仨 mēi
听，

仨嘛浪姆巴

wǐ 嘎踢，

噶踢 啊 妮

噶踢

啊 扑啦踢 妮噜哇惹

mēi 惹 shēi 沙

m40e=avati, ama hini, nir-ma hini, pra-mad hini, 9ha ut-t2ra5i m2ramēi 惹 shēi 沙哇踢， 啊嘛 hī 妮， 妮惹 嘛 hī 妮， 扑啦 嘛的 hī 妮， 呜哈
呜特 塔啦妮 嘛啦

padaye a-0e=a anu-pa0e=a, anu-game a-prati game, 2-gh2te 2-d2
趴搭耶 啊 shēi 沙

啊怒 趴 shēi 沙， 啊怒 噶 mēi

啊 扑啦踢

噶 mēi， 啊

嘎 tēi 啊 搭

gh2ti, gati vi-0odhani pari-0uddhe, jagat san cheda nir-y2te, mati pra噶踢， 噶踢
tēi，
嘛踢

wǐ sho 搭妮 趴哩 书 dēi， 扎嘎特

三 chēi 搭

妮惹 呀

扑啦

v4tte mati vi-0odhani, samanta anu-gate, samanta pari-v2re, samanta
呜哩 tēi
嘞，

嘛踢

wǐ sho 搭妮， 仨曼他

啊怒 噶 tēi， 仨曼他

趴哩 哇

仨曼他

vi-0odhani, anu-parigrahi 2-n1 gr2hite, h1na arthe artha vi-0uddhi,
wǐ sho 搭妮，啊怒 趴哩 ge 啦 hī 啊 妮 ge 啦 hī tēi，hī 那

啊惹 tēi

啊惹他

wǐ 书滴，

parame hito nidhi-sani pra-v4ddhi pra-v4ttavati, vi-ni0caye vi-ni0caya
趴啦 mēi

hī 拖 妮滴 仨妮 扑啦 wī 哩滴 扑啦 wī 哩特他哇踢，wǐ 妮师插耶

wǐ 妮师插呀

anu-gate, ananta arthe, ananta vi-grahe majj2 vi-0uddhi, anu-grahe
啊怒 噶 tēi，
滴，
啊怒

啊 nàn 他

啊惹 tēi， 啊 nàn 他

wī ge 啦嘿

嘛扎 wǐ 书

ge 啦嘿

pra-graha vi-0odhani, adhy-2tma vi-gate ma h4da vi-0odhani, vidy2
扑啦 ge 啦哈 wǐ sho 搭妮，啊滴 啊特嘛 wǐ 嘎 tēi 嘛 贺哩搭 wǐ sho 搭
妮，
wǐ 滴呀

anu-gati, vidy2 anu-sa3dhi pari-0odhani sv2h2.
啊怒 噶踢，wǐ 滴呀

啊怒 三姆滴 趴哩 sho 搭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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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紫色字体部分与深绿色字体发音方式相同，只是第一个字需要念卷舌音。
七、大红色字体部分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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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下划线字体部分请读气声短音。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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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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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