Śrī-mahā-devī-vyākaraṇa-sūtra
师哩 马哈 děi wī wǐ 呀喀啦那 苏特啦

大吉祥天女十二契一百八名无垢大乘经
开府仪同三司特进试鸿胪卿肃国公食邑三千户赐紫赠司空谥大鉴正号大广智
大兴善寺三藏沙门不空奉 诏译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安乐世界与大菩萨众，所谓观自在菩萨、得大势菩
萨、除一切盖障菩萨、地藏菩萨、普光菩萨、虚空藏菩萨、金刚手菩萨、除一切怖
畏菩萨、持一切清净吉祥菩萨、持一切福相菩萨、持日月三世菩萨、文殊师利菩
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往诣世尊所，头面礼足，
退坐一面。时大吉祥天女亦往诸佛所，头面礼足，围绕无量百千匝及礼一切安乐世
界所住菩萨，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见吉祥天女有无量百千福庄严俱胝如来围绕，一切释梵护世赞扬称
叹，以大梵音告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言：观自在菩萨！若有国王、王子、比丘、比丘
尼、优婆塞、优婆夷、婆罗门、刹利、毗舍、首陀、若受持大吉祥天女十二契一百
八名无垢赞叹，其王刹利国界所有众生，一切怖畏逼恼并皆消除，一切怨贼人非人
怖亦不为害，一切财谷皆悉丰饶，吉祥天女于彼王刹利宅中常所居止。时彼菩萨摩
诃萨说如是言：善哉！善哉！世尊妙说此语！若有持吉祥天女名号，彼获如是福
利。时无畏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即白佛言：世尊！吉祥天女曾于何处种植善根？佛
言：彼于恒河沙如来应供正遍知处种植善根。无畏观自在菩萨！我念过去世于宝生
世界，宝花功德海吠琉璃金山金光明吉祥如来应供正遍知，出兴于世，大吉祥天女
于彼种植善根，及余多如来所，由称如是如来名号，此大吉祥天女作成就善根，此
诸如来常随逐大吉祥天女，能脱一切罪，除灭一切烦恼，令一切身作无垢召集，增
益一切财谷，能除贫穷，能摄召一切天、龙、药叉、罗刹、乾闼婆、阿修罗、迦楼
罗、紧那罗、摩睺罗伽、能息一切逼恼诤讼斗战，能成办六波罗蜜，所谓：
南无吉祥密如来

Nama` 0r1-ghan2ya tath2gat2ya.
哪嘛呵

师哩 估搭呀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宝花功德海吠琉璃金山金光明吉祥如来

Namo
哪哞

ratna-kusuma-gu5a-s2gara-vai79rya-ka#cana-giri-suvar5a啦特那

枯苏嘛

估那 仨嘎啦

歪督哩呀

堪插那

gī 哩

苏哇惹那

prabh2sa-0r1ye-tath2gat2ya.
扑啦巴仨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恒河一切津口吉庆吉祥如来

Namo ga{g2-sarva-t1rtha-mukha-ma{gala-0r1ye-tath2gat2ya.
哪哞

敢嘎 洒惹哇 踢惹他 母喀 曼嘎啦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栴檀花威星光吉祥如来

Nama0-candana-kusuma-tejo-nakṣatra-prabh2sa-0r1ye-tath2gat2ya.
哪嘛师 掺搭那 枯苏嘛 tēi 周 哪克沙特啦 扑啦巴仨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普遍照曜胜斗战吉祥如来

Nama` samanta-avabh2sa-vijita-sa3gr2ma-0r1ye-tath2gat2ya.
哪嘛呵

洒曼他 啊哇巴仨 wǐ 之一他 三姆 ge 啦嘛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功德海照曜曼荼罗吉祥如来

Namo gu5a-s2gara-avabh2sa-ma57ala-0r1ye-tath2gat2ya.
哪哞

估那 仨嘎啦 啊哇巴仨 曼搭啦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法神通幢进吉祥如来

Namo dharma-vikurv25a-dhvaja-vega-0r1ye-tath2gat2ya.
哪哞

搭惹嘛 wī 枯惹哇那 督哇扎 威嘎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曜寂静香照曜吉祥如来

Namo jyoti`-saumya-gandha-avabh2sa-0r1ye-tath2gat2ya.
哪哞

之哟踢呵 扫咪呀 甘搭 啊哇巴仨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众生意乐寂静身吉祥如来

Nama` sarva-sattva-man2pa-saumya-0ar1ra-0r1ye-tath2gat2ya.
哪嘛呵

洒惹哇 仨特突哇 嘛那趴 扫咪呀 沙哩啦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愿海照曜吉祥如来

Nama` pra5idh2na-s2gara-avabh2sa-0r1ye-tath2gat2ya.
哪嘛呵

扑啦妮搭那 仨嘎啦 啊哇巴仨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妙遍称赞名号吉祥如来

Nama` su-pari-k1rtita-n2ma-dhey2ya-0r1ye-tath2gat2ya.
哪嘛呵

苏 趴哩 kī 惹踢他 哪嘛 děi 呀呀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不退轮宝处吉祥如来

Namo a-cyuta-cakra-ratna-dv1pa-0r1ye-tath2gat2ya.
哪哞

啊 吃呜他 插克啦 啦特那 督 wī 趴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日轮照曜踊起吉祥如来

Nama` s9ryabimba-prabh2sa-udgata-0r1ye-tath2gat2ya.
哪嘛呵

苏哩呀宾姆巴 扑啦巴仨 呜的嘎他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无数精进妙住吉祥如来

Namo asa3khyeya-v1rya-su-prati=6hita-0r1ye-tath2gat2ya.
哪哞

啊三姆 kī 耶呀 wǐ 哩呀 苏 扑啦踢师踢他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无量善住吉祥如来

Namo a-prameya-su-prati=6hita-0r1ye-tath2gat2ya.
哪哞

啊 扑啦 mēi 呀 苏 扑啦踢师踢他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音声支分吉祥如来

Nama` svara-a{ga-gho=a-0r1ye-tath2gat2ya.
哪嘛呵

斯哇啦 安嘎 勾沙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般若灯无数光幢吉祥如来

Nama` praj#2-prad1pa-asa3khyeya-prabh2-ketu-0r1ye-tath2gat2ya.
哪嘛呵

扑啦之 niā 扑啦滴趴

塔他啊噶他呀。

啊三姆 kī 耶呀

扑啦巴 kēi 突 师哩耶

南无那罗延禁戒甲胄吉祥如来

Namo n2r2ya5a-vrata-sa3n2ha-0r1ye-tath2gat2ya.
哪哞

那啦呀那 呜啦他 三姆那哈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梵吉祥如来

Namo brahma-0r1ye-tath2gat2ya.
哪哞

补啦呵嘛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摩醯首罗吉祥如来

Namo mahe0vara-0r1ye-tath2gat2ya.
哪哞

嘛嘿师哇啦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日月吉祥如来

Nama` s9rya-candra-0r1ye-tath2gat2ya.
哪嘛呵

苏哩呀 掺的啦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甚深法光王吉祥如来

Namo gambh1ra-dharma-prabh2-r2ja-0r1ye-tath2gat2ya.
哪哞

刚姆逼啦 搭惹嘛 扑啦巴 啦扎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虚空灯现喜吉祥如来

Namo gagana-prad1pa-udgata-abhir2ma-0r1ye-tath2gat2ya.
哪哞

嘎嘎那 扑啦滴趴 呜的嘎他 啊逼啦嘛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日光幢吉祥如来

Nama` s9rya-prabh2-ketu-0r1ye-tath2gat2ya.
哪嘛呵

苏哩呀 扑啦巴 kēi 突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香灯吉祥如来

Namo gandha-prad1pa-0r1ye-tath2gat2ya.
哪哞

敢搭 扑啦滴趴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海藏生吉祥如来

Nama` samudra-garbha-sa3bhava-0r1ye-tath2gat2ya.
哪嘛呵

仨木的啦 嘎惹巴 三姆巴哇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变化云妙声吉祥如来

Namo nirmita-megha-su-gho=a-0r1ye-tath2gat2ya.
哪哞

妮惹咪他 mēi 嘎 苏 勾沙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一切法照曜严吉祥如来

Nama` sarva-dharma-prabh2sa-vy9ha-0r1ye-tath2gat2ya.
哪嘛呵

洒惹哇 搭惹嘛 扑啦巴仨 wǐ 呜哈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树王增长吉祥如来

Namo druma-r2ja-vivardhita-0r1ye-tath2gat2ya.
哪哞

的噜嘛 啦扎 wī 哇惹滴他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宝焰山吉祥如来

Namo ratna-arci-parvata-0r1ye-tath2gat2ya.
哪哞

啦特那 啊惹吃一 趴惹哇他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智焰海吉祥如来

Namo j#2na-arci-s2gara-0r1ye-tath2gat2ya.
哪哞

之 niā 那 啊惹吃一 仨嘎啦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大愿进吉祥如来

Namo mah2-pra5idhi-vega-0r1ye-tath2gat2ya.
哪哞

马哈 扑啦妮滴 威嘎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大云吉祥如来

Namo mah2-megha-0r1ye-tath2gat2ya.
哪哞

马哈 mēi 嘎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念幢王吉祥如来

Namo sm4ti-ketu-r2ja-0r1ye-tath2gat2ya.
斯姆哩踢 kēi 突 啦扎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哪哞

南无帝幢幡王吉祥如来

Nama indra-ketu-dhvaja-r2ja-0r1ye-tath2gat2ya.
因的啦 kēi 突 督哇扎 啦扎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哪嘛

南无钩召一切财谷吉祥如来

Nama` sarva-dhana-dh2nya-2kar=a5a-0r1ye-tath2gat2ya.
哪嘛呵

洒惹哇 搭嘛 搭妮呀 啊喀惹沙那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钩召寂静吉祥如来

Nama` saumy-2kar=a5a-0r1ye-tath2gat2ya.
哪嘛呵

搔咪 啊喀惹沙那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南无钩召吉庆吉祥如来

Nama` lak=my-2kar=a5a-0r1ye-tath2gat2ya.
哪嘛呵

啦克师咪 啊喀惹沙那 师哩耶 塔他啊噶他呀。

如是如来名号，若有恭敬受持读诵者，彼善男子善女人，得发生甚多福聚，一切如
来授记。大吉祥天女！汝当于吉祥宝庄严世界成等正觉，号吉祥摩尼宝生如来、应
供、正遍知，其世界种种天宝以为庄严，于彼世界，唯此如来作光明，彼菩萨众于
彼佛世界中，自然光明寿命无量，从空演出佛法僧音声，所有菩萨于彼佛世界生
者，一切皆莲华台化生。云何十二契一百八名无垢赞叹？无畏观自在！汝今谛听，
所谓：
一切如来所灌顶(一)一切如来母(二)一切天母(三)一切如来吉祥(四)一切菩萨
吉祥(五)一切贤圣声闻缘觉吉祥(六)梵毗纽摩醯首罗吉祥(七)一切天上首吉祥(八)
一切处到吉祥(九)一切天龙药叉罗刹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吉祥(十)
一切持金刚手持金刚吉祥(十一)四五护世吉祥(十二)八曜二十八宿吉祥(十三)唵娑
尾怛哩(十四)驮怛哩摩多(去十五)四明吉祥(十六)吉祥鬼母(十七)

胜(十八)最胜

(十九)恒河(二十)一切津(二十一)一切吉庆(二十二)无垢吉祥(二十三)一切罪除
(二十四)作解脫(二十五)月吉祥(二十六)日吉祥(二十七)一切曜吉祥(二十八)乘师
子(二十九)百千俱胝频婆罗莲华庄严(三十)莲华(三十一)大莲华(三十二)莲华座
(三十三)莲华藏(三十四)持莲华(三十五)具莲华(三十六)无量宝光明(三十七)施财
(三十八)白(三十九)大白莲华(四十)白臂(四十一)持一切吉庆(四十二)庄严一切福
身(四十三)调柔者(四十四)百千臂(四十五)百千眼(四十六)百千头(四十七)持种种
间错摩尼冠(四十八)妙色(四十九)种种色(五十)名称(五十一)极名称(五十二)寂静
(五十三)贰密多(五十四)清净发(五十五)月光(五十六)日光(五十七)作端严(五十
八)一切有情对面吉祥(五十九)圣者(六十)依花(六十一)花自在(六十二)一切须弥
山王吉祥(六十三)一切江河吉祥(六十四)一切海水吉祥(六十五)一切津口吉祥(六
十六)一切药草树财谷吉祥(六十七)施金(六十八)施饮食(六十九)色清净身(七十)
色者(七十一)一切如来自在者(七十二)一切天众对面吉祥(七十三)焰摩水天俱尾罗
嚩(平)娑嚩上首吉祥(七十四)与者(七十五)食者(七十六)威光(七十七)具威光(七
十八)丰饶(七十九)

荣盛(八十)增长(八十一)高迁(八十二)法吉祥(八十三)依春

(八十四)俱牟陀藏(八十五)慈悲者(八十六)依丈夫身(八十七)一切清净吉庆手(八
十八)除一切不吉祥者(八十九)钩召一切福吉祥(九十)一切地王吉祥(九十一)一切
持明吉祥(九十二)一切鬼药叉罗刹饿鬼毗舍遮鸠槃茶摩睺罗伽吉祥(九十三)一切天
宫诸天吉祥(九十四)一切念诵护摩吉祥(九十五)曜极喜(九十六)福德游戏(九十七)
一切仙清净吉祥(九十八)一切吉祥(九十九)一切宫殿尊胜吉祥(一百)一切紧那罗吉
祥(一百一)一切日胜吉祥(一百二)无罪处流者(一百三)音乐(一百四)适悦者(一百
五) 俱尾罗(一百六)爱者(一百七)法王吉祥(一百八)

Tadyath2, sarva tath2gata-abhi=ikta, sarva tath2gata-m2t2, sarva
塔滴呀他， 洒惹哇

塔他啊噶他 啊逼师一克他， 洒惹哇

塔他啊噶他 嘛他，

洒惹哇

devat2-m2t2, sarva tath2gata 0r1, sarva bodhisattva 0r1, sarva 2ryaděi 哇他 嘛他，

洒惹哇

塔他啊噶他

师哩， 洒惹哇

跛滴仨特突哇

师哩，

洒惹哇

啊哩呀

0r2vaka pratyeka-buddha 0r1, brahma vi=5u mahe0vara 0r1, sarva
师啦哇喀

扑啦踢耶喀 补搭

师哩， 补啦呵嘛

wǐ 师怒

嘛嘿师哇啦， 师哩，

洒惹哇

devat2-abhimukha 0r1, sarva sth2na-gata 0r1, sarva deva n2ga yak=a
děi 哇他 啊逼母喀

师哩， 洒惹哇 斯他那 噶他

师哩， 洒惹哇

děi 哇

哪嘎

呀克沙

r2k=asa gandharva asura garu7a ki3nara mahoraga 0r1, sarva
啦克沙仨 甘搭惹哇

啊苏啦

嘎噜搭 kīn 姆那啦

嘛 ho 啦嘎

师哩， 洒惹哇

vidy2dhara vajrap25i vajradhara 0r1, catu=-pa#ca-loka-p2la 0r1, a=6awǐ 滴呀搭啦

瓦着啦趴妮

瓦着啦搭啦

师哩， 插突师 攀插 lo 喀 趴啦

师哩，

啊师他

graha a=6a-vi30ati-naksatra 0r1. O3, s2vitr1 dh2tr1-m2t2 catur-veda 0r1,
ge 啦哈

啊师他 wīn 姆沙踢 哪克仨特啦

师哩， ou 姆， 洒 wī 特哩

搭特哩

嘛他 插突惹 威搭 师哩，

lak=m1 bh9ta-m2t2 jaya vi-jaya, ga{ga-sarva-t1rtha sarva ma{galya
啦克师咪 补他 嘛他

眨呀 wǐ 扎呀， 甘嘎 洒惹哇 踢惹他

洒惹哇

曼嘎哩呀

vi-mala 0r1, sarva p2pa-hant4 nir-mukta-kar2, candra-0r1 s9rya-0r1,
wǐ 嘛啦

师哩，

苏哩呀 师哩，

洒惹哇

趴趴 汉特哩

妮惹 母克他 喀啦，

掺的啦 师哩

sarva graha-0r1 si3ha-v2hini, 0ata-sahasra-koti-bimbara-padm2 sa3洒惹哇
三姆

ge 啦哈 师哩

cchana,
插那，

padma
趴的嘛

辛姆哈 瓦 hī 妮，沙他 洒哈斯啦 ko 踢 宾姆巴啦 趴的嘛

mah2-padma,

padma-sa3bhava

马哈 趴的嘛，

趴的嘛 三姆巴哇

padma-2lay2,
趴的嘛 啊啦呀，

padma-dhar2 padm2vat1, aneka-ratnotk2 dhana-d2, 0vet2 mah2趴的嘛 搭啦

趴的嘛哇踢， 啊 nēi 喀 啦特 no 特喀

搭那 搭， 师威他

马哈

0vet2 0veta-bhuj2, sarva ma{gala dhara51, sarva pu5yopa-cita-a{g2
师威他

师威他 补扎， 洒惹哇

曼嘎啦

搭啦妮， 洒惹哇

普妮哟趴 吃一他

安嘎

d2k=aya5in, 0ata-sahasra-bhuj2, 0ata-sahasra-nayan2, 0ata-sahasra搭克沙呀 nīn， 沙他 洒哈斯啦 补扎，

沙他 洒哈斯啦 哪呀那， 沙他 洒哈斯啦

sir2 vividha vi-citra ma5i-mauli dhar2, su-r9p2 vi0va-r9p2, ya02 mah2斯一啦

wǐ wī 搭

wǐ 吃一特啦

嘛妮 卯哩

搭啦， 苏 噜趴

wǐ 师哇 噜趴，

呀沙 马哈

ya02, saumya jihmita pavitra ke02, candra-k2nt2 s9rya-k2nt2 0ubha呀沙， 搔咪呀

之一呵咪他

趴 wī 特啦

kēi 沙，

掺的啦 刊他

苏哩呀 堪他

书巴

kart4, sarva sattva abhimukh2 0r1, 2rya-kusum2 kusume0var2 sarva
喀惹特哩，

洒惹哇

枯苏 mēi 师哇啦

仨特突哇

洒惹哇

啊逼母喀

师哩，

啊哩呀 枯苏嘛

sumeru-parvata-r2ja 0r1, sarva nad1 sarit 0r1, sarva toya-samudra 0r1,
苏 mēi 噜 趴惹哇他 啦扎
仨木的啦 师哩，

师哩， 洒惹哇

哪滴

仨哩特

to 呀

师哩， 洒惹哇

sarva t1rtha-mukha 0r1, sarva usadhi t45a vanas-pati dhana dh2nya 0r1,
洒惹哇

踢惹他 母喀

师哩， 洒惹哇

呜仨滴

特哩那

瓦那斯 趴踢

搭那

搭妮呀 师哩，

hira5ya-da
hī 啦妮呀 搭

annap2na-da,

prabh2s-var2

安那趴那 搭，扑啦巴斯 瓦啦

2loka-kar2

pavitra-a{g2,

啊 lo 喀 喀啦 趴 wī 特啦 安嘎，

sarva tath2gata-va0a-vartin1, sarva deva-ga5a-abhimukha 0r1, yama洒惹哇

塔他啊噶他 瓦沙 哇惹踢妮，

洒惹哇

děi 哇 嘎那 啊逼母喀

师哩，

呀嘛

varu5a-kubera-v2sava 0r1, d2t4 bhoktr1 tejas tejavat1 vi-bh9t1 sam瓦噜那 枯呗啦 哇仨哇

师哩， 搭特哩

波克特哩

těi 扎斯

těi 扎哇踢

wǐ

不踢 桑姆

4ddhi un-nati dharma 0r1,
哩滴 呜呢 哪踢

搭惹嘛

m2dhava-20ray2 kumuda-nilay2, k2ru5ya

师哩， 嘛搭哇 啊师啦呀

枯木搭 妮啦呀，喀噜妮呀

puru=a-k2ra 2-0ray2, sarva pavitra-g2tr2 ma{gala-hast2, sarva a扑噜沙 喀啦

啊 师啦呀，洒惹哇 趴 wī 特啦 嘎特啦

曼嘎啦 哈斯他， 洒惹哇

啊

lak=m1 n20ayitr1, sarva pu5ya-2kar=a5a sr1, sarva p4thiv1-r2ja 0r1,
啦克师咪 哪沙一特哩，洒惹哇

扑妮呀 啊喀惹沙那

斯哩，洒惹哇

扑哩踢 wī

啦扎 师哩，

sarva vidy2-dhara 0r1, sarva bh9ta yak=a r2k=asa preta pi02ca
洒惹哇

wǐ 滴呀 搭啦 师哩，洒惹哇

补他

呀克沙

啦克沙仨

扑嘞他

披沙插

kumbh257a mahoraga 0r1, sarva deva-bhavana devat2 0r1, sarva j2pa
枯姆班搭 嘛 ho 啦嘎

师哩， 洒惹哇

děi 哇 巴哇那

děi 哇他

师哩，洒惹哇

眨趴

homa 0r1, dyut1 pra-moda bh2gya lal2 sarva 4=i pavitra 0r1, sarva 0r1,
ho 嘛 师哩，滴呜踢
师哩，洒惹哇

扑啦 哞搭

巴 gī 呀

喇啦

洒惹哇

哩师一

趴 wī 特啦

师哩，

sarva bhavana jye=6hottama 0r1, sarva ki3nara 0r1, sarva s9ryottama
洒惹哇

巴哇那

之耶师 to 特塔嘛 师哩， 洒惹哇

kīn 姆那啦

师哩， 洒惹哇

苏哩哟特塔嘛

0r1, niravadya sth2na v2sin1, g2yatr1 sukha-kar1 kubera-k2nta dharma师哩， 妮啦哇滴呀

斯他那

瓦斯一妮， 噶呀特哩

苏喀 喀哩

枯呗啦 刊他

搭惹嘛

r2ja 0r1.
啦扎 师哩。
如上一百八名真言曰：
唵(引)微路(引)迦耶多(引)罗耶慕者耶萨嚩耨契(引)毗药(二合)萨嚩补尼耶(二合)三
婆(引)啰那(引)摩目企(引)俱噜娑嚩(二合)诃(引)。唵(引)殑(上)哦萨嚩底(引)哩他(二合)
目企(引)娑嚩(二合)诃(引)。唵(引)娑(引)尾怛哩(二合引)娑嚩(二合)诃(引)。萨嚩莽哦攞
驮(引)哩尼(引)娑嚩(二合)诃(引)。遮咄啰吠(二合引)捺萨嚩诺乞灑(二合)怛啰(二合)檗啰
(二合)诃哦拏(引)地母乞底(二合)多(引)曳(引)娑嚩(二合)诃(引)。没啰(二合)唅摩(二合引)

耶娑嚩(二合)诃(引)。尾瑟弩(二合)微(引)娑嚩(二合)诃(引)。噜捺啰(二合引)耶娑嚩(二合)
诃(引) 。尾湿嚩目佉耶(引) 娑嚩(二合) 诃(引) 。唵室里(二合引)尼室里 (二合引) 尼萨嚩迦
(引)哩耶(二合)僧娑(引)达你悉你悉你你(引)你(引)你(引)你(引)阿洛乞洒弭(三合引) 那(引)

舍耶阿(引)嚩(引)诃你泥(引)微(引)室哩(二合引)吠(引)室啰(二合)嚩拏耶(引)娑嚩(二合)诃
(引)。苏靺啰拏(二合)驮那驮(引)你耶(二合引)羯哩灑尼(引)娑嚩(二合)诃(引)。萨嚩布尼

耶(二合引)羯哩灑(二合)尼(引)娑嚩(二合)诃(引)。室哩(二合引)泥(引)嚩多(引)羯哩灑(二合)
尼(引)娑嚩(二合)诃(引)。萨嚩播(引)波奢末尼娑嚩(二合)诃(引)。萨嚩(引)洛乞瑟弥(三
合引)钵啰(二合) 奢末尼娑嚩(二合)诃 (引) 。萨嚩怛他(引) 檗多(引)毗色乞多 (二合) 曳(引)

娑嚩(二合)诃(引) 。萨嚩泥(引)靺多(引)钵啰(二合) 目佉室哩(二合引)曳(引)娑嚩(二合) 诃
(引)。阿(引)欲啰靺(二合)哩拏(二合)

婆攞迦啰(引)曳(引)娑嚩(二合引)诃(引)。萨嚩波尾

怛啰(二合)瞢檗攞诃萨多(二合) 曳(引) 娑嚩(二合)诃(引)。僧(息孕切)訶嚩(引) 呬你(引)曳
(引) 娑嚩(二合)诃(引) 。波娜摩(二合) 三步(引) 多(引)曳(引)娑嚩(二合)诃(引)。萨嚩讫哩
(二合)爹(引)迦(引)屈(引)啰娜(二合)尾那(引)尸你曳(二合)娑嚩(二合)诃(引)

O3, vi-lokaya t2raya mocaya sarva du`khebhya`, sarva pu5ya sa3Ou 姆，wǐ lo 喀呀

塔啦呀

哞插呀

洒惹哇

督呵 kēi 逼呀呵，洒惹哇

普妮呀

三姆

bh2ra n2ma-mukhe kuru sv2h2. O3, ga{ga-nad1 sarva t1rtha mukhe
巴啦 哪嘛 母 kēi 枯噜

斯哇哈。 Ou 姆，甘嘎 哪滴

洒惹哇

踢惹他

母 kēi

sv2h2. O3, s2vitr1 sv2h2. Sarva ma{gala-dh2ra5i sv2h2. Catur-veda
斯哇哈。Ou 姆，仨 wī 特哩

斯哇哈。 洒惹哇

曼嘎啦 搭啦妮

斯哇哈。插突惹

威搭

sarva nak=atra-graha-ga5a adhi-muktit2ye sv2h2. Brahm2ya sv2h2.
洒惹哇
斯哇哈。

哪克沙特啦 ge 啦哈 嘎那

啊滴 母克他耶

斯哇哈。

补啦呵嘛呀

Vi=5ave sv2h2. Rudr2ya sv2h2. Vi0va-mukh2ya sv2h2. O3, 0r15i 0r15i,
Wǐ 师那威
师哩妮

斯哇哈。 噜的啦呀 斯哇哈。 Wǐ 师哇 母喀呀

斯哇哈。 Ou 姆，

师哩妮，

sarva k2rya sa3-s2dhani, sini sini, n1 n1 n1 n1 a-lak=m1 n20aya, 2洒惹哇

喀哩呀

三姆 仨搭妮，斯一妮

斯一妮，妮

妮

妮

妮

啊 啦克师咪

哪沙呀，啊

v2hani dev1 0ri-vai0rava52ya sv2h2. Suvar5a-dhana dh2nya 2kar=a51
děi wī

瓦哈妮

师哩 歪师啦哇那呀

斯哇哈。

苏哇惹那 搭那

搭妮呀

啊喀惹沙妮

sv2h2.

Sarva pu5ya 2-kar=a51 sv2h2.

斯哇哈。 洒惹哇

普妮呀

啊 喀惹沙妮

_r1-devat2 2-kar=a51 sv2h2.

斯哇哈。师哩 děi 哇他

啊 喀惹沙妮

斯哇哈。

Sarva p2pa 0amani sv2h2. Sarva a-lak=m1 pra-0amani sv2h2. Sarva
洒惹哇

趴趴

沙嘛妮

斯哇哈。洒惹哇

啊 啦克师咪

扑啦 沙嘛妮

斯哇哈。

洒惹哇

tath2gata abhi-=iktaye sv2h2. Sarva devat2 pra-mukha 0r1ye sv2h2.
塔他啊噶他

啊逼 师一克他耶

斯哇哈。洒惹哇

děi 哇他

扑啦 母喀

师哩耶

斯哇哈。

"yur-var5a-bala kar2ye sv2h2. Sarva pavitra-ma{gala-hast2ya sv2h2.
啊一呜惹 哇惹那 巴啦
斯哇哈。

喀啦耶

斯哇哈。洒惹哇

趴 wī 特啦 曼嘎啦 哈斯他呀

Si3ha-v2han2ye sv2h2. Padma-sa3bh9t2ye sv2h2. Sarva k4ty2
辛姆哈 哇哈那耶

斯哇哈。 趴的嘛 三姆补他耶

斯哇哈。 洒惹哇

克哩踢呀

k2khorda vi-n20an2ye sv2h2.
喀 ko 惹搭

wǐ 那沙那耶

斯哇哈。

无畏观自在菩萨！此大吉祥真言及以一百八名号，能除一切烦恼，能摧一切罪，能
钩召一切福，能除一切不祥，能钩召一切福德。若有人受持读诵及诸如来名号者，
彼当早起，于一切佛烧香及花供养，为吉祥天女，应烧檀香，应读此经，其人不久
获得一切吉祥，一切安乐喜悦，一切天人拥护，一切事业悉得成就。佛说是经已，
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及大吉祥天女，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吉祥天女十二契一百八名无垢大乘经
唵(引)怛你也(二合)他(引)尾路(引)迦野跢(引)啰野谟(引)者野萨嚩耨契(引)毗药(二
合) 萨嚩补尼野(二合) 糁婆(引) 啰曩(引) 么目契(引)矩噜娑嚩(二合引)诃(引)唵(引) 殑誐萨

嚩底(引)哩佗(二合)目企(引)娑嚩(二合引)诃(引)唵(引)娑(引)尾底哩(二合引)娑嚩(二合引)
诃(引)萨嚩瞢誐攞驮(引)哩抳娑嚩(二合)诃(引) 者咄啰吠(二合引)娜萨嚩诺乞叉(二合)怛
啰(二合)蘖啰(二合)诃誐拏(引)地目乞底(二合)多(引)曳(引)娑嚩(二合引)诃(引)没啰(二合)
诃么(二合引)野娑嚩(二合引)诃(引)尾瑟弩(二合)吠(引)娑嚩(二合引)诃(引)噜捺啰(二合引)
野娑嚩(二合引)诃(引)尾湿嚩(二合)目佉(引)野娑嚩(二合引) 诃(引)唵(引) 室里(二合引)宁
室里(二合引) 宁萨嚩迦(引) 哩也(二合) 僧娑(引)驮宁私(息夷切) 宁私宁宁(引)宁(引)宁(引)
宁(引)阿攞乞史弭(三合引)曩(引)舍野阿(引)嚩(引)诃你泥(引)尾(引)室唎(二合引)吠(引)室
啰(二合)嚩拏(引)野娑嚩(二合引)诃(引)苏嚩啰拏(二合)驮曩驮(引)宁夜(二合引)羯洒抳(引)
娑嚩(二合引)诃(引)萨嚩补尼夜(二合引)羯洒抳(引)娑嚩(二合引)诃(引)室唎(二合)泥(引)嚩
跢(引)羯洒抳(引)萨嚩(二合引)诃(引)萨嚩播(引)跛曩舍宁萨嚩(二合引)诃(引)萨嚩(引)攞
乞史弭(三合引)钵啰(二合) 舍么宁娑嚩(二合引) 诃(引)萨嚩怛佗(引)誐跢(引) 毗色乞跢(二
合)曳(引)娑嚩(二合引)诃(引)萨嚩泥(引)嚩跢(引)毗色乞跢(二合)曳(引)萨嚩(二合引)诃(引)

萨嚩泥(引)嚩跢(引)钵啰(二合)目佉室哩(二合引)曳(引)娑嚩(二合引)诃(引)阿欲啰嚩(二合)

啰拏(二合)婆攞迦啰(引)曳(引)娑嚩(二合引)诃(引)萨嚩跛尾怛啰(二合)瞢誐攞诃娑跢(二
合)曳(引)娑嚩(二合引)诃(引)僧(息孕切)贺嚩(引)呬宁(引)曳(引)娑嚩(二合引)诃(引)跛纳么
(二合)三步跢(引)曳(引)娑嚩(二合引)诃(引)萨嚩讫哩(二合)底也(二合)迦屈(引)啰娜(二合)

尾曩(引)施宁曳(二合)娑嚩(二合引)诃(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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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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如想知所念誦之陀羅尼可獲得的利益或修法，請參考密部大藏經。大藏經可在
網上下載，其網址為 ：http://www.cbeta.org/
萬撓佛教會網址：http://www.dharanipitaka.net

联系方式：
蔡文端居士
Email ：chuaboontuan@hotmail.com
Skype ： chua.boon.tuan
张雅薇
Email ：amitabhabuddhaya@hotmail.com
Skype ：arvelya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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