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 COMPASSIONATE DH"RA%>
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
【 唐－金剛智譯版 】

Namo
哪哞

ratna-tray2ya. Nama

2rya-avalokite0var2ya

bodhisattv2ya

啦特那 特啦呀亚。哪嘛 啊哩呀 啊哇 lo kī tei 师哇啦亚 跛滴仨特突哇呀

mah2sattv2ya mah2-k2ru5ik2ya. Sarva bandhana chedana-kar2ya.
马哈仨特突哇呀

马哈 喀噜妮喀亚。 洒惹哇

班搭那

chēi 搭那 喀啦亚。

Sarva bhava-samudra3 0o=a5a-kar2ya. Sarva vy2dhi pra0amana洒惹哇

巴哇 仨木的烂姆

sho 沙那 喀啦亚。 洒惹哇

wǐ 呀滴

扑啦沙嘛那

kar2ya. Sarva m4tyu upa-drava vin20ana-kar2ya. Sarva bhaye=u
喀啦呀。 洒惹哇 每哩踢哟 呜趴 的啦哇 wǐ 那沙那 喀啦亚。 洒惹哇 巴耶书

tr25a-kar2ya.

Tasm2n

特啦那 喀啦亚。

他斯曼

namas-k4tv2

idam

哪嘛斯 克哩突哇

2rya-avalokite0vara
一荡姆

啊哩呀

啊哇 lo kī tei 师哇啦

bh2=ita3 n1laka56ha-bh1-n2ma-h4daya mâ-varta i=y2mi. Sarva-artha巴师一探姆

妮啦堪他 逼 哪嘛 贺哩搭呀

嘛 哇惹他

一师呀咪。 洒惹哇

啊惹他

s2dhaka3 0ubham ajey23. Sarva bh9t2n23 bhava m2rga vi仨搭看姆

书棒姆

啊之耶厌姆。 洒惹哇 补他 nàn 姆

巴哇

嘛惹嘎

wǐ

0odhaka3. Tadyath2, om, 2-loke 2-loka-mati lok2ti-kr2nte, hi h2re
sho 搭看姆。塔滴呀他， ou 姆， 啊 lo kēi 啊 lo 喀 马踢 lo 喀踢 克烂 těi， hī
哈嘞

2rya-avalokite0vara mah2bodhisattva, he bodhisattva, he mah2啊哩呀 啊哇 lo kī tei 师哇啦

马哈跛滴仨特突哇。 嘿 跛滴仨特突哇，嘿 马哈

bodhisattva, he priya bodhisattva, he mah2-k2ru5ika smara h4daya3.
跛滴仨特突哇， 嘿

扑哩呀 跛滴仨特突哇，

嘿 马哈 喀噜妮喀

斯嘛啦

贺哩搭厌姆。

Hi hi h2re 2rya-avalokite0vara mahe0vara parama maitra-citta mah2Hī

hī

哈嘞

啊哩呀 啊哇 lo kī tei 师哇啦

马嘿师哇啦

趴啦嘛

买特啦

吃一他 马哈

k2ru5ika. Kuru kuru karman, s2dhaya s2dhaya vidy23. Ni-hi ni-hita
喀噜妮喀。 枯噜

枯噜

喀惹曼， 洒搭呀

洒搭呀 wǐ 滴厌姆。 妮 hī

妮

hī 他

vara3 k2ma3-gama viha3-gama vega m2. Siddha yoge0vara, dhuru
哇烂姆

喀曼姆 噶嘛

wī 汉姆 噶嘛

威嘎 嘛。

哟 gēi 师哇啦， 督噜

dhuru v1ryanti, mah2 v1ryanti, dhara dhara dharendre0vara. Cala cala
督噜 wǐ 哩烟踢， 马哈 wī 哩烟踢， 搭啦

搭啦

搭 lēn 的嘞师哇啦。 插啦

插啦

Vimala amala m9rte,

2rya-avalokite0vara-jina

k4=5a-ja62-maku6a

wǐ 嘛啦 啊嘛啦 木惹 těi，啊哩呀 啊哇 lo kī tei 师哇啦 之一那 克哩师那 眨他
嘛枯他

v2la3 ma pra-lamba vi-lamba mah2-siddha-vidy2dhara, vara vara
瓦烂姆 嘛 扑啦 浪姆巴 wǐ 浪姆巴 马哈 斯一搭 wǐ 滴呀搭啦， 瓦啦 瓦啦

mah2-vara, bala bala mah2-bala, c2la c2la mah2-c2la, k4=5a-var5a马哈 瓦啦， 把啦

把啦

马哈

把啦， 插啦

插啦

马哈 插啦， 克哩师那

哇惹那

n1gha k4=5a-pak=a nir-gh2tana. He padma-hasta c2ra c2ra de0a
妮嘎

克哩师那 趴克沙

妮惹 噶他那。嘿

趴的嘛 哈斯他

插啦 插啦 děi 沙

care0vara, k4=5a-sarpa k4ta-yaj#opav1ta. Ehyehi mah2-var2ha-mukha
插嘞师哇啦，克哩师那 仨惹趴 克哩他 雅之扭趴 wī 他。ēi hī ēi hī 马哈 瓦啦哈
木喀

tripura-d2hane0vara n2r2ya5a va-r9pa vara m2rga ari. He n1laka56ha,
特哩扑啦 搭哈 nēi 师哇啦

哪啦呀那

瓦 噜趴

瓦啦

嘛惹嘎 啊哩。 嘿

妮啦堪他，

he mah2k2ra, hal2hala-vi=a nir-jita lokasya. R2ga-vi=a vin20ana,
嘿

马哈喀啦， 哈啦哈啦 wǐ 沙

妮惹 之一他

lo 喀斯呀。

喇嘎 wī 沙

wǐ 那沙那，

dve=a-vi=a vin20ana, moha-vi=a vin20ana. Huru huru m2l2, huru huru
督威沙 wī 沙

wǐ 那沙那， 哞哈 wǐ 沙

wǐ 那沙那。 虎噜 虎噜

嘛啦，虎噜

虎噜

h2re, mah2 padma-n2bha, s2ra s2ra, 0r1 0r1, sru sru. Mu`-ru mu`-ru,
哈嘞，马哈 趴的嘛 哪巴， 洒啦 洒啦，师哩

师哩，斯噜 斯噜。 母 噜 母

噜

budhya budhya, bodhaya bodhaya, maitr1 n1laka56ha, ehyehi v2ma补滴呀

补滴呀， 跛搭呀

跛搭呀， 买特哩

sthita-si3ha-mukha, h2sa h2sa,

妮啦堪他， ēi hī ēi hī

瓦嘛

mu#ca mu#ca mah2-a66ah2sam.

斯踢他 辛姆哈 母喀，

哈仨 哈仨，

母插 母插

马哈 啊他哈桑姆。

Ehyehi bho mah2-siddha-yoge0vara, bha5a bha5a v2ce s2dhaya
ēi hī ēi hī

波

马哈 斯一搭 哟 gēi 师哇啦， 巴那

巴那

瓦 chēi

洒搭呀

s2dhaya vidy23, smara smarat23. Bhagavanta3 lokita vilokita3
洒搭呀 wǐ 滴厌姆， 斯嘛啦

斯嘛啦探姆。 巴嘎万探姆 lo kī 他 wǐ lo kī 探姆

loke0vara3 tath2gata3, dad2hi me dar0ana k2masya, dar0ana3
lǒ kēi 师哇烂姆

打搭 hī

塔他啊嘎探姆，

mēi

搭惹沙那

喀嘛斯呀，

搭惹沙 nàn 姆

pra-hl2d2ya-mana sv2h2. Siddh2ya sv2h2. Mah2 siddh2ya sv2h2.
扑啦 贺啦搭呀 嘛那

斯哇哈。 斯一搭呀 斯哇哈。 马哈 斯一搭呀 斯哇哈。

Siddha yoge0var2ya sv2h2. N1laka56h2ya sv2h2. Var2ha-mukh2ya
斯一搭

哟 gēi 师哇啦呀 斯哇哈。

sv2h2.

Mah2dara

斯哇哈。 马哈搭啦

sv2h2.

妮啦堪他呀

si3ha-mukh2ya
辛姆哈 母喀呀

Padma-hast2ya

sv2h2.

sv2h2.

斯哇哈。 瓦啦哈 母喀呀

Siddha

斯哇哈。 斯一搭

vidy2dhar2ya
wǐ 滴呀搭啦呀

K4=5a-sarpa-k4ta-yaj#opav1t2ya

斯哇哈。趴的嘛 哈斯他呀 斯哇哈。 克哩师那 仨惹趴 克哩他 呀之扭趴 wī 他呀

sv2h2. Mah2-laku6a-dhar2ya sv2h2. Cakr2yudh2ya sv2h2. _a{kha斯哇哈。 马哈 啦枯他 搭啦呀

斯哇哈。 插克啦一呜搭呀 斯哇哈。 善喀

0abdani-bodhan2ya

V2ma-skandha-de0a-sthita-k4=52jin2ya

沙不搭妮 波搭那呀

sv2h2.

斯哇哈。 瓦嘛 斯堪搭 děi 沙 斯踢他 克哩师那之一那呀

sv2h2. Vy2ghra-carma-niv2san2ya sv2h2. Loke0var2ya sv2h2. Sarva
斯哇哈。 wǐ 呀 ge 啦 插惹嘛 妮哇仨那呀
洒惹哇

斯哇哈。 lǒkēi 师哇啦呀

斯哇哈。

siddhe0var2ya

sv2h2.

Namo

斯一 dēi 师哇啦呀

斯哇哈。 哪哞

bhagavate 2rya-avalokite0var2ya
巴嘎哇 tēi

啊哩呀 啊哇 lo kī tei 师哇啦亚

bodhisattv2ya mah2sattv2ya mah2-k2ru5ik2ya. Sidhyantu me mantra跛滴仨特突哇呀 马哈仨特突哇呀 马哈 喀噜妮喀呀。斯一滴烟突

mēi 曼特啦

pad2ya sv2h2.
趴搭呀 斯哇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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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菩薩神咒

Namo buddh2ya gauravi. Namo dharm2ya t2ya5i. Nama` sa3gh2ya
哪哞

补搭呀

高啦 wì。 哪哞

搭惹嘛呀

他呀溺。 哪嘛呵

三姆嘎呀

maha-dh1. Tri-bhuvi s2dhut23 namah.
嘛哈 弟。 特哩 补 wī

仨督探姆

哪嘛呵。

月光菩薩神咒

Sa3-dite du=6a aj#a mithye u7u 6al, sa3-chid 6al prati-y2t m1 jy2 6al,
三姆 滴 těi

睹师他

扑啦踢 呀特 咪 之呀

啊之 niā
踏了

米踢耶

呜度

踏了， 三姆 吃一的 踏了

u7u 6al, ghorate 6al, jihma 6al sv2h2.
呜督

踏了，勾啦 tēi 踏了，之一嘛 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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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