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穰虞梨童女陀羅尼
【 唐－不空三藏法師譯版 】

Tadyath2, om, iri m1te, t1ri m1te, iri t1ri m1te, nu m1 nu m2r1ye, d9=i
塔滴呀他， ou 姆， 一哩 米 tēi， 踢哩 米 tēi， 一哩 踢哩 米 tēi， 努

咪

努

嘛哩耶，督师一

du0-c2r1ye, tak-kara5i vak-kara5i, ka0 m1le ka0 m1la mukte, aghe a督师 插哩耶，

他克 喀啦妮

母克 tēi， 啊 gēi

哇 克 喀啦溺，

喀师

咪嘞

喀师

咪啦

啊

ga5e, a-ga5a ga5e. Ir1ye ir1 ir1ye, 2-kh2y2ye up2y2ye, 0vete 0veta嘎 nēi， 啊 嘎那

嘎 nēi。 一哩耶

一哩

一哩夜， 啊 喀呀耶

呜趴呀耶，

师威 tēi 师威他

tu57e anânu-rak=e sv2h2.
囤 dēi

啊 nā 怒 啦克 shēi

斯哇哈。

佛告諸苾芻，若人一聞此陀羅尼，卻後七年，遠離諸毒，若常受持，一切毒虫及諸
毒藥悉不能害。若有毒蛇來齧此人者，頭破作七分如蘭香梢。其有受持此真言法
者，應以白物先供養師，然後受持，必獲成就。苾芻當知，勿於蛇前稱誦此明，其
蛇必死,，應以此(下)真言加持死蛇，令其蘇息。
穰虞梨童女第二陀羅尼【 加持死蛇，令其蘇息 】

Tadyath2, il2 vell2 cako vako, ko5a ko51ti pha5a-pha5iti, ni-ko5a ni塔滴呀他，
妮 ko 那

一啦

尾啦

插 ko

瓦 ko， ko 那

ko 妮踢

趴那 趴妮踢，

妮

ko51ti phu6a rah1, phu6a rah1, phu6a da572 rah1, sarpa rah1, sarpa 6al

ko 妮踢

啦 hī， 普他

普他

洒惹趴

啦 hī， 普他

胆搭

啦 hī， 洒惹趴

啦 hī，

他了

da57a rah1, n2ga rah1, n2ga 6al da57a rah1, 2-cchedane k=ara vi=e,
胆搭 啦 hī，哪嘎

啦 hī，哪嘎 他了

胆搭

啦 hī ， 啊 chēi 搭 nēi

kěi 沙啦

wī shēi，

01te 01tavane v2nta-2le ir1le har1le, hare hare, m1-ri m1-ri, halale
师一 tēi

师一他哇 nēi 万他 啊嘞

一哩嘞

哈哩嘞，哈嘞

哈嘞，米

哩

米

哩， 哈啦嘞

da57e t27ai t27ai, spho6a spho6a sv2h2.
胆 dēi

他带

他带，斯泼他

斯泼他

斯哇哈。

爾時世尊說此陀羅尼已，告諸泌芻，我此真言，能解世間一切諸毒，虫毒，魅毒，
蠱毒，藥毒等不能為害。若有被毒中者，以此真言加持皆得消滅。諸泌芻，此曩虞
梨陀羅尼，於一切如來大會中說，真實不虛，不顛倒語，如語，不異語，諸有藥毒
咒毒蠱毒魅毒欲來相害，能令卻著本所與者，令使諸毒入水入火入柱入壁，亦令入
地，所有諸毒，不令成毒，悉能除滅。若人受持此經，日誦一遍，非但滅世間諸
毒，亦能除滅身中三毒。
穰虞梨童女隨心陀羅尼

Om, asi-jihve 09la-jihve vajra-k2ye grasa grasa, jvala jvala mah2Ou 姆， 啊斯一 之一会
之哇啦

之哇啦

属啦 之一会

瓦着啦 喀耶

ge 啦仨

ge 啦仨，

马哈

k2r1 mah2-yoge0var1ye. O3 pha6ai phu6a rah1 sv2h2. Hu3 pha6
喀哩 马哈 哟 gēi 师哇哩夜。 Ou 姆， 趴太

sv2h2.
斯哇哈。

普他

啦 hī 斯哇哈。 哄姆

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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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