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pta-tathāgata-pūrva-praṇidhāna-viśeṣa-vistara-sūtra
仨扑他 塔他啊噶他 扑惹哇 扑啦妮搭那 wǐ shēi 沙 wǐ 斯他啦 苏特啦

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
【 唐－義淨譯版 】

金色寶光妙行成就如來陀羅尼
Tadyath2, siddhe siddhe su-siddhe, mocani mok=a5i mukte vi-mukte,
斯一 dēi

塔滴呀他，

斯一 dēi

苏 斯一 dēi，

哞插妮

母克 tēi

哞克沙妮

wǐ 木克 tēi，

amale vimale ma{gale hira5ya-garbhe ratna-garbhe, sarva artha啊嘛嘞 wǐ 嘛嘞

s2dhani,
洒搭妮，

曼嘎嘞

hī 啦妮呀 噶惹呗

paramârtha-s2dhani,
趴啦嘛惹他 洒搭妮，

啦特那 噶惹呗， 洒惹哇

manasi mah2-manasi,
嘛那斯一

马哈 嘛那斯一，

啊惹他

adbhute
啊的补 tēi

atyadbhute v1ta bhaye. Su-var5a brahma-gho=e, brahma-tu=6e sarva
啊踢呀的补 tēi

wǐ 他

巴耶。 苏 哇惹那

补啦呵嘛 勾 shēi，

补啦呵嘛

突师 tēi 洒惹哇

arthe=u, sarva 2-bhara5a apar2jite, sarvatra apratihate, catu`-=a=6i
啊惹 tēi 苏，洒惹哇

啊 巴啦那 啊趴啦之一 tēi， 仨惹哇特啦

啊扑啦踢哈 tēi，

插突呵 沙师踢

buddha ko61 bh2=ite. Nama` sarva tath2gat2n23 sv2h2.
补搭 ko 踢

巴师一 tēi。哪嘛呵 洒惹哇

塔他啊噶他 nàn 姆

斯哇哈。

藥師琉璃光如來大陀羅尼
Namo bhagavate bhai=ajya guru vai79rya prabha r2j2ya tath2gat2ya
哪哞

巴嘎瓦 tēi 摆沙之呀

古噜 歪督哩呀

扑啦巴

啦扎呀

塔他啊噶他呀

arhate samyak-sa3buddh2ya. Tadyath2, o3, bhai=ajye bhai=ajye

啊惹哈 tēi

桑姆呀克 三姆补搭亚。 塔滴呀他，

ou 姆，

摆沙之耶

摆沙之耶

bhai=ajya-samudgate sv2h2.
摆沙之呀 仨木的噶 tēi

斯哇哈。

十二藥叉大將名號【 n2ma dv2da0a yak=a-bha6a 】
Kumbh1ra-yak=a-bha6a . Vajra-yak=a-bha6a . Mekhal2-yak=a-bha6a .
枯姆逼啦 呀克沙 巴他。

瓦着啦 呀克沙 巴他。

mēi 喀啦 呀克沙 巴他。

"571ra-yak=a-bha6a.

Anila-yak=a-bha6a.

_2ntila-yak=a-bha6a.

安滴啦 呀克沙 巴他。

啊妮啦 呀克沙 巴他。

山踢啦 呀克沙 巴他。

Indra-yak=a-bha6a.

Pajra-yak=a-bha6a.

Bahula-yak=a-bha6a.

趴之啦 呀克沙 巴他。

巴呼啦 呀克沙 巴他。

因的啦 呀克沙 巴他。

Candra-yak=a-bha6a.
掺的啦 呀克沙 巴他。

Catura-yak=a-bha6a.
插突啦 呀克沙 巴他。

Vi-k2ra-yak=a-bha6a .
wǐ 喀啦 呀克沙 巴他。

佛說如來定力琉璃光陀羅尼
Tadyath2, gup me gup me i5i mi51hi. Mati mati, sapta-tath2gatamēi

塔滴呀他， 估扑

估扑

mēi

一妮

米妮 hī。 嘛踢

嘛踢， 仨扑他

塔他啊噶他

sam2dhy adhi=6hite, ate mate vare p2pa 0odhani, sarva ap2ya
仨嘛滴

啊滴师踢 těi， 啊 tēi

嘛 tēi 瓦嘞

趴趴 sho 搭妮， 洒惹哇

啊趴呀

n20aya. Buddhi buddhottame 9rmi gup me, buddha-k=etra pari哪沙呀。 补滴

补 do 特他 mēi 呜惹咪

估扑

mēi， 补搭 kěi shēi 特啦

趴哩

0odhani. Dh2mani dh2me meru meru meru-0ikhare. Sarva ak2lasho 搭妮。搭嘛妮

搭 mēi mēi 噜 mēi 噜

mēi 噜 师一喀嘞。洒惹哇

啊喀啦

m4tyu ni-v2ra5i. Buddhi su buddhi, buddha-adhi=6h2nena rak=atu

mēi 哩踢呜

妮 哇啦溺。

补滴

苏

补搭 啊滴师他 nēi 那

补滴，

啦克沙突

me. Sarva deva sam2sama sa-mano-har2ntu me. Sarva buddha
mēi。

děi 哇

洒惹哇

仨 嘛 no 哈烂突

仨嘛仨嘛

mēi。

洒惹哇

补搭

bodhisattva 0ame 0ame pra-0amantu me sarva 1ti upa-drava sarva
跛滴仨特突哇

沙 mēi 沙 mēi

扑啦 沙曼突

mēi 洒惹哇

一踢

呜趴 的啦哇

洒惹哇

vy2dhi sarva sattv2n23 ca. P9ra5i p9ra5i p9raya me sarva 202ye;
wǐ 呀滴 洒惹哇

仨特突哇 nàn 姆

插。普啦妮

普啦妮

普啦呀

mēi 洒惹哇

啊沙耶；

vai79rya prati-bh2se sarva p2pa k=aya3-kare sv2h2.
wǎi 督哩呀

扑啦踢 巴 sēi 洒惹哇

kěi 沙厌姆 喀嘞

趴趴

斯哇哈。

大梵天王，天主帝釋及四天王等所說神咒
Tadyath2, a-gup m2-gup dhara-gup mama-gup kule, ha hu hi, 2-ml2
塔滴呀他，

啊 估扑

嘛 估扑

搭啦 估扑

嘛嘛 估扑

枯嘞，哈

呼

hī， 啊

姆啦

2-ml2 2-ml2 jur jure j9re sv2h2.
啊 姆啦 啊 姆啦

珠惹

珠嘞

珠嘞

斯哇哈。

執金剛菩薩摩訶薩所說咒
Nama` sapt2n23 samyak-sa3buddh2n23. Nama` sarva vajra哪嘛呵

仨扑他 nàn 姆

桑姆呀克 三姆补搭 nàn 姆。 哪嘛呵

洒惹哇

瓦着啦

dhar2n23. Tadyath2, o3, vajri vajri, mah2-vajri vajrap20a dh2rini,
搭啦 nàn 姆。 塔滴呀他， ou 姆， 瓦着哩
搭哩溺，

瓦着哩， 马哈 瓦着哩

瓦着啦趴沙

asama-sama samanta a-pratihata vajri, 0ama 0ama pra-0amantu
啊仨嘛 仨嘛

洒曼他

啊 扑啦踢哈他

me sarva vy2dhiya,
mēi 洒惹哇

kuru kuru sarva

wǐ 呀滴呀，枯噜

samayam anu-smara
仨嘛厌姆 啊怒 斯嘛啦

瓦着哩，

枯噜

bhagavan

洒惹哇

沙嘛

扑啦 沙曼突

karma-2vara52ni k=aya;
kěi 沙呀；

喀惹嘛 啊哇啦那妮

vajrap25i

巴嘎万 瓦着啦趴妮

沙嘛

sarva

洒惹哇

2023 me pari-

啊善姆

mēi

趴哩

p9r2ya sv2h2.
扑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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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