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殊室利童子菩薩五字瑜伽法
【 唐－不空三藏法師譯版 】
【一曰】 Man.
曼。
【二曰】 T4hyam.
特哩 hī 厌姆。

次三字真言
v2kye h9m.
瓦 kī 耶 哄姆。

次五字真言有五種
【一曰】 "-ra-p2 cana.
啊 啦 趴 插那。
【二曰】 O3, vajra-t1k=5a.
Ou 姆，瓦着啦 踢克师那。
【三曰】 O3, du`kha-cheda.
Ou 姆，睹呵喀 chēi 搭。
【四曰】 O3, kha7ga-agra khan.
Ou 姆，喀的嘎 啊 ge 啦 看。
【五曰】 O3, kha7ga-sattvam.
Ou 姆，喀的嘎 仨特突望姆。

六字瑜伽真言有六種
【一】 O3, v2kye da nama`.
Ou 姆，瓦 kī 耶

搭

哪嘛呵。

【二】 O3, v2kye arthe jaya.
Ou 姆，瓦 kī 耶

啊惹 tēi 眨呀。

【三】 O3, v2kye a-0e=a sva.
Ou 姆，瓦 kī 耶 shēi 沙 斯哇。
【四】 O3, v2kye khan jaya.
Ou 姆，瓦 kī 耶

看

眨呀。

【五】 O3, v2kye ni-=6haya.
Ou 姆，瓦 kī 耶

妮 师他呀。

【六】 O3, v2kye m2nasa.
Ou 姆，瓦 kī 耶 嘛 nā 萨。
次加持灌頂瓶真言曰

Namas triya-dhvik2n23 sarva tath2gat2n23.Hr1`, sarvabuddh2n2m
哪嘛斯

特哩呀 督 wī 喀 nàn 姆

洒惹哇

塔他啊噶他 nàn 姆。 贺哩呵，

洒惹哇补搭 nàn 姆

abhil2pya-s2m2nya abhi=ekair abhi=i#ca m2m,anu-d2 mah2-balavati
啊逼啦披呀 洒嘛妮呀
巴啦瓦踢

v1ra-acale sv2h2.
wǐ 啦 啊插嘞

斯哇哈。

啊逼 shēi 忾

啊逼 shīn 插

曼姆， 啊怒 搭

马哈

菩提珠莊嚴成就真言曰

O3, rucira ma5i pra-vartaya h9m.
Ou 姆，噜吃一啦

嘛妮

扑啦 瓦惹他呀

哄姆。

大聖曼殊室利菩薩贊嘆曰

Ma#ju0r1ye
曼珠师哩耶

namo
哪哞

’stutya3

斯突踢厌姆

kum2ra-r9pa dh2ri5i, sphurita j#2na
枯嘛啦 噜趴

之 niā 那

搭哩妮， 斯扑哩他

d1p2ya trai-lokya dhv2nta hari5i, vajra-t1k=5a mah2-y2na vajra-ko0a
特莱 lo kī 呀

滴趴呀

督万他

哈哩妮，

瓦着啦 踢克师那

马哈 呀嘛

瓦着啦 扣沙

mah2 a-yuddha. Ma#ju0r1 vajra-gambh1rya vajra-bodhi namo ’stute.
马哈

啊 一呜搭。曼珠师哩

瓦着啦 刚姆逼哩呀

瓦着啦 跛滴

哪哞

斯突 tě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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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