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殊師利菩薩根本大教王金翅鳥王陀羅尼
Nama` samanta buddh2n2m
哪嘛呵

洒曼他

补搭 nàng 姆

apratihata

啊扑啦踢哈他

02san2n23. Tadyath2,
沙仨那 nàng 姆。塔滴呀他，

o3, 0akuna 0akuna, mah2-0akuna vitata-pak=a, sarva pannaga
ou 姆， 沙枯那

沙枯那， 马哈 沙枯那

wǐ 他他 趴克沙， 洒惹哇

攀那嘎

n20aka, kha kha, kh2-hi kh2-hi, samayam anu-smara, hu3 hu3
哪沙喀， 喀

喀， 喀 hī

喀 hī，

仨嘛厌姆

啊怒 斯嘛啦，

哄姆

哄姆

ti=6hat, ma#ju0r1-bodhisattva 2j#2payati sv2h2.
踢师他特，曼珠师哩 跛滴仨特突哇 啊之 niā 趴呀踢

斯哇哈。

金翅鳥王通光印：【 亦名驚怖諸龍印 】
二手合掌，二無名指外叉在中指背，二頭指各鉤無名指背，二母指相並微屈如口，
二小指相並豎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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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卷二十八－《房山石經》第二十八冊第二二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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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伽嚕拏王救一切中毒眾生陀羅尼
Nama` suvar5a-garu72ya yana tej2ya cakra-k4ta bh9t2ya. Yasya
哪嘛呵

苏哇惹那 嘎噜搭呀

呀那

tēi 扎呀

插克啦 克哩他

补他呀。 呀斯呀

pa kha maya3 mukha3 ca ma5i-ku57ala3 tasya pa kh2ni p2tena
mū 看姆

趴 喀

嘛厌姆

04{ga

mu#cati
mūn 插踢

师哩嘎

插

嘛妮 困搭烂姆

parvato

vi-dravanti

趴惹哇 to

他斯呀

nagendra

wǐ 的啦万踢

趴

趴 tēi 那

喀妮

vi-kasanti,

mah2

wǐ 喀散踢， 马哈

哪根的啦

s2ratena aha3-pre=ito d9ta garu7ena mah2tman. Tadyath2, s2ri
洒啦 tēi 那

啊汉姆 扑嘞师一 to

督他

嘎噜 dēi 那

嘛哈特曼。 塔滴呀他，

洒哩

s2ri,

tura3-gir

洒哩，突烂姆 gī 惹

tura3-gir,

ava-sara ava-sara,

突烂姆 gī 惹， 啊哇 洒啦

ud-di=6a

ud-di=6a,

啊哇 洒啦，呜的 滴师他

呜的

滴师他，

am4ta sa3-j1vaya ujj2paya, suvar5a-garu7a 2j#2payati sv2h2.
盎姆哩他

三姆 之一哇呀

呜扎趴呀，

苏哇惹那 嘎噜搭

啊之 niā 趴呀踢

斯哇哈。

轉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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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literated on 26/1/2002 to 23/2/2002 from volume 28th of the “Fang Shan Shi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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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lan Maxwell, 48000 Rawang, Selangor, West Malaysia. )
Tel : 603-60917215 [ Saturday after 10.30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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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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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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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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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