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說一切功德莊嚴王經
【 唐－義凈譯版 】
佛說勝妙陀羅尼

Tadyath2,

jaya jaya jaya-v2ha,

塔滴呀他， 眨呀

眨呀

眨呀 哇哈， 喀 哇哈

padma-apya brahme s2ra s2ri5i,
补啦 mēi

趴的嘛 啊披呀

kha-v2ha jaya-v2ha,
眨呀 哇哈，

dh1ri dh1ri,

洒啦 洒哩妮， 滴哩

huru huru
虎噜

虎噜

dh1ra dh1ri devat2 pari滴哩，滴啦 滴哩

děi 哇他

趴哩

p2lani, yodha ut-tara5i, para-cakra ni-v2ra5i, p9raya bhagavan m2ma
趴啦溺，哟搭

呜特 他啦妮， 趴啦 插克啦

妮 哇啦妮，普啦呀

巴嘎万

嘛嘛

amukasya, sarva tath2gata adhi=6hite, sarva-202 pari-p9ra5e, sarva
塔他啊噶他 啊滴师踢 těi， 洒惹哇 啊沙

啊木喀斯呀，洒惹哇

趴哩 扑啦 nēi，

洒惹哇

p2pa-karman pari-k=aya sv2h2.
趴趴 喀惹曼

趴哩 克沙呀

斯哇哈。

執金剛菩薩說陀羅尼

Nama` sarva buddha-tath2gat2n23. Namo amit2bh2ya tath2gat2ya.
哪嘛呵

补搭 塔他啊噶他 nàn 姆。 哪哞 啊咪他巴呀 塔他啊噶他呀。

洒惹哇

Nama` sarva bodhisattv2n23. Nama` sarva mah2-dh1kebhyas.
哪嘛

洒惹哇

跛滴仨特突哇 nàn 姆。 哪嘛呵

洒惹哇

马哈 滴 kēi 逼呀斯。

Tadyath2, hu hume hu hume, mati mah2-mati vajra-mati, d47ha vajra塔滴呀他， 呼 呼 mēi

呼 呼 mēi，

嘛踢

马哈 嘛踢

瓦着啦 嘛踢， 的哩搭

瓦着啦

mati anu-pariv2rite, s2ra s2ra 2yudh-mukhe,

bh4ku6i bh4ku6i-mukhe,

嘛踢 啊怒 趴哩哇哩 těi ， 洒啦 洒啦

啊一呜的 母 kēi， 补哩枯踢

补哩枯踢

母 kēi，

k4pe k4p2luke satya anu-smara, bhagavan vajrap25i sarva p2pa克哩趴噜 kēi

克哩呸

仨踢呀

啊怒 斯嘛啦， 巴嘎万

瓦着啦趴妮

洒惹哇

趴趴

karman m2ma amukasya pari-k=aya, sarva-202 pari-p9raka, sarva喀惹曼

嘛嘛

啊木喀斯呀

artha-s2dhana,

趴哩 kěi 沙呀，洒惹哇 啊沙

buddha satya-v2d1n23,

啊惹他 仨搭那， 补搭

仨踢呀 哇滴 nàn 姆，

趴哩 普啦喀，洒惹哇

dharma satya-v2d1n23,

搭惹嘛

仨踢呀 哇滴 nàn 姆，

bodhisattva satya-v2d1n23, sa3gha satya-v2d1n23 sv2h2.
跛滴仨特突哇

仨踢呀 哇滴 nàn 姆，三姆嘎

仨踢呀 哇滴 nàn 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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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