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一切閃電障難隨求如意陀羅尼經
【 宋-施護譯版 】
佛說捺羅弭拏真言【 dr2mi7a-mantra 】

Tadyath2, ni-mi nimi3dhare tri-loka 2-loka5i 09la-p25ini rak=a rak=a
塔滴呀他， 妮 咪
啦克沙

妮 mìn 姆搭嘞

特哩 lo 喀

啊 lo 喀妮

书啦 趴妮妮

啦克沙

m23, sarva vidyud-bhayebhya` sv2h2.
曼姆，洒惹哇

wǐ 滴呜的 巴耶逼呀呵

斯哇哈。

觀世音菩薩說捺羅弭拏真言【 dr2mi7a-mantra 】

Tadyath2, vi-n20a praty-arthike praty-amitre 0uddhe mukte vi-male
塔滴呀他， wǐ 那沙

扑啦踢 啊惹踢 kēi

书 dēi 母克 tēi

扑啦踢 啊咪特嘞

wǐ 嘛嘞

prabh2s-kare, a5-dh2re pa57are, svete p257ara-v2sin1 m2te, kar2la
扑啦巴斯 喀嘞， 安 搭嘞

攀搭嘞， 斯威 tēi 攀搭啦 哇斯一妮

嘛 tēi，喀啦啦

kapila pi{gala-ak=i, naddhi mok=i, rak=a rak=a m23 sarva ak2la喀披啦

拼嘎啦 啊克师一， 哪滴 哞克师一， 啦克沙

啦克沙

曼姆

洒惹哇

啊喀啦

m4tyu bhayebhyo m2me, pra-0amantu sarva ak2la-m4tyu 2va, 2ryamēi 哩踢呜

巴耶逼哟

嘛 mēi， 扑啦 沙曼突

啊哇，啊哩呀

avalokite0vara teja` sv2h2.
啊哇 lo kī tēi 师哇啦

těi 扎呵

斯哇哈。

洒惹哇

啊喀啦 mēi 哩踢呜

金剛手秘密主說正法陀羅尼真言

Tadyath2, muni muni muni-mati, mati mati su-mati mah2-mati, h2 h2 h2
塔滴呀他，母妮

母妮

母妮 嘛踢， 嘛踢

嘛踢

苏 嘛踢

马哈 嘛踢， 哈 哈

哈

h2, matair nâstite p2pa3, vajrap25i-rahas d47ha sv2h2.
哈， 嘛泰惹

哪斯踢 tēi 趴胖姆， 瓦着啦趴妮 啦哈斯

的哩搭

斯哇哈。

娑訶世界主大梵天王說正法陀羅尼真言

Tadyath2,

hiri

塔滴呀他， hī 哩

mili
咪哩

ciri

sv2h2.

Brahma-pure

mah2-br2hma5e

吃一哩 斯哇哈。 补啦呵嘛 扑嘞

马哈 补啦呵嘛 nēi

brahma-garbhe pu=pa3 sa3-stare sv2h2.
补啦呵嘛 嘎惹呗

扑师胖姆

三姆 斯他嘞

斯哇哈。

帝釋天主說正法陀羅尼真言

Tadyath2, Buddha m2 ta7in-m2lini, gaur1 g2ndh2r1 ca572l1 m2ta{g1
塔滴呀他，

补搭

嘛

他丁 嘛哩妮，

高哩

甘搭哩

掺搭哩

嘛探 gī

pukkas1 s2lambhate h1na-madhya-vi0i=te t2ra5i m2 dh9rtike, cakra扑喀斯一 仨烂姆巴 tēi

hī 那 嘛滴呀 wǐ 师一师 tēi

塔啦妮

嘛

督惹踢 kēi

插克啦

v2kin 0avari 02vari sv2h2.
瓦 kīn 沙哇哩

沙哇哩

斯哇哈。

四天王說正法陀羅尼真言

Tadyath2, pu=pe su-pu=pe dh9pa pari-h2re, 2rya pra-0aste 02nte
塔滴呀他， 扑师呸
善 tēi

苏 扑师呸

睹趴

趴哩 哈嘞， 啊哩呀

扑啦 沙斯 tēi

nir-mukte, ma{galye hira5ya-garbhe stute stavite sv2h2.
妮惹 木克 tēi，曼嘎哩耶

hī 啦妮呀 嘎惹呗

斯突 těi

斯他 wī tēi

斯哇哈。

佛說降伏諸龍嗔恚我慢貢高心陀羅尼

Tadyath2, a-jare mama-re am4te ak=aye 2-vy2ye pu5ya-pary2ye,
塔滴呀他， 啊 扎嘞

嘛嘛 嘞

盎姆哩 tēi

啊克沙耶

啊 wī 呀耶

普妮呀

趴哩呀耶，

sarva p2pa-pra0amani sv2h2. "rya-p25i sop2k1ye sv2h2. Indra洒惹哇

趴趴 扑啦沙嘛妮

斯哇哈。 啊哩呀 趴妮

搜趴 kī 耶 斯哇哈。 因的啦

a0an1ye sv2h2. Megha-a0ani sv2h2
啊沙妮耶 斯哇哈。 mēi 嘎 啊沙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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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