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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毘盧遮那成佛神變加持經  

唐－三藏法師善無畏、一行譯  

 

大毘盧遮那成佛神變加持經卷第一 

入漫荼邏具真言品第二之一 

香水灑淨真言(凡真言中有平聲字皆稍上聲呼之，以下准此)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pratisame   gagana-same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缽囉底三迷(二)伽伽那三迷(三) 

samatânugate  pra-k4ti    vi0uddhe     dharma-dh2tu  

三麼多奴揭帝(四)缽囉 吃ﾛ栗            底 微輸(上)睇(五)   達摩馱睹   

vi-0odhani  sv2h2. 

微戌達儞(六)  莎訶 

持地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rva tath2gat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薩婆怛他蘗多(引)(二)  

dhi=6h2n2dhi=6hite    acale    vimale   smara5e   

地瑟姹那(引)地瑟祉帝(三)阿者麗(四)微麼麗(五)娑麼囉嬭(平)(六)  

pra-k4ti    pari-0uddhe  sv2h2. ( tath2gata adhi=6h2n2dhi=6hite ) 

缽囉 吃ﾛ栗            底 缽ﾛ履                      輸(上)睇(七)莎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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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毘盧遮那成佛神變加持經卷第二 

入漫荼邏具緣真言品第二之餘 

諸真言相： 

唵－o3. 吽－hu3. 發磔(吒)－pha6. 迦－ka. 紇利－hr1`. 媲－bhi.

－是佛頂名號。     

揭栗佷拏－g4h5a. 佉陀耶－kh2daya. 畔若－bha#ja. 訶那－hana.  

摩羅娜耶－mardaya. 砵吒耶－p26aya.－是奉教使者，諸忿怒真言。 

納麼－nama`. 娑縛訶－sv2h2.－是修三摩地，寂行者標相。 

扇多－02nta. 微戍陀－vi0uddha.－當知能滿足，一切所希願。  

真言教法【 字母 】 

阿－A.  

迦－ka. 佉－kha. 哦－ga. 伽－gha.  

遮－ca. 車－cha. 若－ja. 社－jha.  

吒－6a. 詫－6ha. 拏－7a. 荼－7ha.  

多－ta. 他－tha. 娜－da. 馱(陀)－dha.  

波－pa. 頗－pha. 麼－ba. 婆－bha.  

耶－ya. 羅－ra. 邏－la. 縛－va.  

奢(舍，捨)－0a. 沙(灑)－=a. 娑－sa. 訶－ha.  

仰－{a. 若－#a. 拏－5a. 那－na. 麼－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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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火光尊香水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gnaye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惡揭娜曳(平)(二) 莎訶(三) 

略奉持護摩 ( homa ) 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  mah2 02nti3-gata  02nti-kar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去) 摩訶(引)扇底蘗多(二) 扇底羯囉(三) 

pra-0ama dharma nir-j2ta,        abh2va-svabh2va     dharma  

缽囉睒摩 達磨  儞(入)若(引)多(四)阿婆(去)嚩薩嚩婆(去)嚩(五)達麼

samat2  pr2pta      sv2h2. 

娑麼多(去)缽囉 缽多(六)莎訶(七) 

大力大護明妃真言  

Nama` sarva tath2gatebhya`, sarva bhaya vigatebhya`, vi0va  

南麼  薩婆  怛他(引)蘗帝弊(一)    薩婆  佩野  微蘗帝弊(二) 微濕嚩 

mukhebhya`. Sarvath2 han khan rak=a   mah2-bale sarva  

目契弊(三)      薩婆他(引) 唅  欠(四)羅吃沙(上)摩訶沬麗(五)薩婆 

tath2gata     pu5ya nir-j2te      h93 h93  tra6    tra6       

怛他(引)蘗多(六)奔昵也儞(入)闍(引)帝(七) 合牛 合牛 (八)怛囉(引)磔怛囉(引)磔(九) 

apratihate     sv2h2. 

阿缽囉底訶諦(十)莎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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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佛三昧耶持明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same tri-same  samaye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三迷(二) 咀ﾛ履  三迷(三)三麼曳(四)莎訶(五) 

法界生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Dharma-dh2tu sva-bh2vako'h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達摩馱睹(二)     薩嚩婆嚩句痕(三) 

金剛薩埵加持真言 

Nama` samanta vajr252m.   Vajrâtmako'ham.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  伐折囉 咀麼句痕(二) 

金剛鎧真言 

Nama` samanta vajr252m.   Vajra-kavaca h9m.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伐折羅迦嚩遮 合牛 (二) 

如來眼觀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Tath2gata cak=ur  vyavalokaya  

南麼   三曼多勃馱喃(一)      怛他(引)揭多斫吃芻(二)尾也嚩路迦也(三) 

sv2h2. 

莎訶(四) 

塗香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i0uddha gandhod-bhav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微輸(上)馱 健杜(引)納婆嚩(二) 莎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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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Mah2-maitryabhyudgate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摩訶(引)妹咀 ﾛ履  也(二)毘庾蘗帝(三)莎訶(四) 

燒香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Dharma-dh2tonugate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達摩    馱睹弩蘗帝(二)莎訶(三) 

飲食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ra-ra  k2r2-r2   balin dad2mi,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囉囉(二)迦羅羅(三)沫鄰捺娜弭(四) 

balin-d2de  mah2-bali` sv2h2. 

沫鄰捺泥(五) 摩訶(引)沫ﾛ履                            (六)莎訶(七) 

燈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Tath2gat2rci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怛他(引)揭多(引)喇旨(二) 

sphara52vabh2sana   gagan2ud2rya  sv2h2. 

薩叵囉儜嚩婆(去)娑娜(三)伽伽猱陀哩耶(四)莎訶(五) 

閼伽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Gagana samâsam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伽伽(上)娜 三摩(引)三摩(二)莎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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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來頂相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Gagan2nanta sphara5a  vi0uddh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伽伽娜難多  薩發囉儜(上)(二)微輸(上)馱 

dharma nir-j2ta      sv2h2. 

達摩  儞(入)闍(引)多(三) 莎訶(四) 

如來甲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ajra-jv2la      vi-sphura  hu3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伐折囉 入嚩(引)羅(二)微薩普囉 合牛 (三) 

sv2h2. 

莎訶(四) 

如來圓光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Jv2l2-m2lini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入嚩(引)羅(引)摩履儞(二) 

tath2gat2rci         sv2h2. 

怛他(引)蘗多(引)ﾛ栗          旨(三)莎訶(四) 

如來舌相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Mah2-maha   tath2gata-jihv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摩訶(引)摩訶(二) 怛他蘗多爾訶嚩(三) 

satya-dharma prati-=6hita      sv2h2. 

薩底也達磨   缽囉底瑟恥多(四)莎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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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真言藏品第四 

普賢菩薩說無閡力真言 ( Samanta-bhadra bodhisattv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matânugata viraja-dharm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三麼多(引)奴揭多(二)嚩囉闍達摩 

nir-j2ta   mah2-maha   sv2h2. 

ﾛ涅 闍多(三)  摩訶(引)摩訶(四)  莎訶(五) 

彌勒菩薩真言 ( Maitreya bodhisattv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jita3 jaya  sarv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爾單若耶(二) 薩婆 

sattvâ0ay2nugata   sv2h2. 

薩埵(引)捨耶弩蘗多(三) 莎訶(四) 

虛空藏菩薩真言 ( "k20a-garbha bodhisattv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k20a       samatânugat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去)迦(引)奢  三麼多(引)弩蘗多(二)  

vicitr2mbara-dhara    sv2h2. 

微質怛囒(引)嚩囉達囉(三) 莎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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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蓋障菩薩真言 ( Sarva-n1vara5a Vi=kambhi5i bodhisattv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   sattva hit2bhyudgata    tra3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去) 薩埵係多(引)毘庾蘗多(二)  怛嚂  

tra3  ra3 ra3  sv2h2. 

怛嚂  嚂  嚂(三) 莎訶(四) 

觀世自在菩薩真言 ( Avalokite0vara bodhisattv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rva  tath2gat2valokit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薩婆  怛他(上)蘗多(上)嚩盧吉多(二) 

karu52maya  ra ra hu3 ja`    sv2h2. 

羯嚕儜麼也(三)囉 囉 合牛  若(短聲)(四)莎訶(五) 

大勢至菩薩真言 ( Mah2-sth2ma-pr2pta bodhisattv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Ja3 ja3 s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髯   髯 索(二) 莎訶(三) 

多羅尊真言 ( T2ra bodhisattv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Karu5od-bhave      t2re t2ri5i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羯嚕呶嗢婆(上)吠(平)(二)  哆囇哆ﾛ履 抳(三) 

sv2h2. 

莎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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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毘俱胝真言 ( Mah2-bh4ku61 bodhisattv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rva bhaya  tr2sani         hu3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薩婆 陪也  怛囉(引)散儞(平)(二) 合牛  

spho6aya  sv2h2. 

薩破吒也(三)莎訶(四) 

白處尊真言 ( 白處菩薩，白衣觀音)(P257arav2sin1 bodhisattv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Tath2gata vi=aya   sa3-bhave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怛他(引)蘗多微灑也(二) 三婆(去)吠(平) (三) 

padma-m2lini    sv2h2. 

缽曇摩摩履儞(平)(四)莎訶(五) 

何耶揭利縛真言( 馬頭，馬頭觀音)( Hayagr1va Bodhisattv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u3 kh2da  bha#ja spho6ay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合牛   佉(引)陀 畔闍(二)薩破吒也(三) 

sv2h2. 

莎訶(四) 

地藏菩薩真言 ( K=iti-garbha bodhisattv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a ha ha   su-tanu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訶 訶 訶(二)素(上)怛弩(三)莎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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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師利童子真言 ( Ma#ju0r1-kum2ra bodhisattv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e he Kum2raka vi-mukti-path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係係  俱摩囉迦(二)微目吃底缽他 

sthita   smara smara   prati-j#23  sv2h2. 

悉體多(三)薩麼囉薩麼囉(四)缽囉底然(五)莎訶(六) 

金剛手菩薩說自心及眷屬真言 ( Vajrap25i-bodhisattva & sahâya ) 

Nama` samanta vajr252m.  Ca57a mah2-ro=a5a     hum.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 戰拏  麼訶(引)ﾛ 路      瑟赧(平)(二) 合牛  (三) 

忙莽計真言 ( M2mak1 bodhisattva ) 

Nama` samanta vajr252m.  Tri6     tri6       jayanti   sv2h2.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怛ﾛ履  吒(輕)怛ﾛ履  吒(輕) 若衍底(三)莎訶(四) 

金剛鎖真言 ( Vajra-sa3kala ) 

Nama` samanta vajr252m.  Bandha bandhaya mo6a mo6aya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滿陀滿陀也(二)        暮吒暮吒也(三) 

vajrod-bhave       sarvatr2pratihate          sv2h2. 

伐折路 嗢婆(去)吠(四)薩嚩怛囉(引)缽囉(引)底訶諦(五)莎訶(六) 

金剛月黶真言 

Nama` samanta vajr252m. H4  hu3  pha6     sv2h2.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頡唎 吽  發吒(輕)(二) 莎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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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剛針真言 ( Vajra-suci ) 

Nama` samanta vajr252m. Sarva dharma  nir-vedhani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薩婆 達麼   儞(入)唎吠(平)達儞(平)(二) 

vajra-suci   varade    sv2h2. 

伐折囉素旨 嚩(入)囉泥(三)莎訶(四) 

一切持金剛真言 

Nama` samanta vajr252m. Hu3 hu3 hu3, pha6   pha6    pha6,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 合牛   合牛    合牛  (二)  發吒(輕)發吒(輕) 發吒  

ja3 ja3  sv2h2. 

髯 髯(三) 莎訶(四) 

一切奉教者真言 

Nama` samanta vajr252m.  He he ki3-cir2yasi    g4h5a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係 係 緊質囉(引)也徙(二)釳ﾛ栗        佷儜 

g4h5a,     kh2da kh2da, pari-p9raya  sarva  ki3-kar252m sva  

釳ﾛ栗       佷儜(三)佉娜  佉娜(四)缽ﾛ履  布囉也(五)薩嚩 

prati-j#23  sv2h2. 

缽囉底然(六)莎訶(七) 

 

 

見《攝大毘盧遮那成佛神變加持經入蓮花胎藏海會悲生曼荼邏廣大念誦儀軌供養方便會》

(三卷)－唐－輸婆迦羅譯－第 109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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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世尊說自心及眷屬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rva kle0a   ni-s9dana,    sarv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薩婆  吃麗奢 ﾛ涅  (入)素捺那(二) 薩婆 

dharma-va0it2   pr2pta     gagana samâsama   sv2h2. 

達摩   嚩始多(引)缽囉缽多(三)伽伽娜  三摩(引)三麼(四)莎訶(五) 

毫相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arade    vara  pr2pte     hu3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嚩囉泥(去)(二)嚩囉 缽囉(引)缽帝 合牛   (三) 

sv2h2. 

莎訶(五)  

一切諸佛頂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a3 va3 va3 hu3 hu3 pha6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鎫  鎫  鎫(二)    合牛    合牛   發吒(輕)(三)莎訶(四) 

無能勝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Dh43   dh43,    ri3 ri3, jri3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地(入)ﾛ陵  地 (入)ﾛ陵  (二) ﾛ陵  ﾛ陵  (三) 馹ﾛ陵   

 

jri3   sv2h2. 

馹ﾛ陵  (四)莎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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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能勝妃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par2jite         jayanti t27ite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上)缽囉(引)爾帝(二)若行底 怛抳帝(三) 

sv2h2. 

莎訶(四) 

地神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P4thiv1ye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缽 ﾛ栗                    體梅曳(平)(二)莎訶(三) 

毘紐天(毘瑟弩天)真言(印度三大神中第二大神，保存世界之神。前有梵天－創造，後有濕婆－破壞)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ai=5ave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微瑟儜吠(二)  莎訶 

魯捺羅真言(梵天化身) 

Nama` samanta buddh2n2m. Rudr2y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嚕捺囉(引)也(二)莎訶(三) 

風神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2yave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嚩(引)也吠(平)(二)莎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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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音天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rasvat1ye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薩囉娑嚩 底曳(二) 莎訶(三) 

禰哩底真言 ( Nir-4ti－羅剎王真言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R2k=asâdhipataye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ﾛ邏   (引)吃灑娑(去)地缽多曳(平)(二) 莎訶(三) 

閻魔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aivasvat2y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梅嚩娑(上)嚩哆也(二)莎訶(三) 

死王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M4tyave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沒ﾛ栗         怛也吠(平)（二)娑訶(三) 

黑夜神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K2la-r2tr1ye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迦(引)囉囉(引)怛唎曳(平)（二)莎訶(三) 

七母等真言(七母是閻魔王之眷屬，女鬼) 

Nama` samanta buddh2n2m. Mat}bhy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忙怛ﾛ履  弊(二)  莎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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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提恒因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_akr2y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鑠吃囉(引)也(二)莎訶(三) 

縛魯拏龍王真言 ( Varu5a-水天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pa3-pataye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去)半缽哆曳(平)(二)  娑訶(三) 

梵天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Praj2pataye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缽囉闍(引)缽多曳(平)（二)娑訶 

日天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dity2y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去)儞怛夜耶(二)娑訶(三) 

月天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Candr2y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戰捺羅(引)也(二) 娑訶(三) 

諸龍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Megh20aniye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謎伽(上)設濘曳(平)(二)  娑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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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陀跋難陀(龍王)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Nandopanandayo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難徒缽難捺瑜(二)  娑訶(三) 

不空悉地一切佛菩薩母虛空眼明妃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Gagana  vara-lak=a5e,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伽伽(上)那 嚩囉落吃灑嬭(平)（二) 

gagana-same, sarvatod-gat2   bhis2ra  sa3-bhave  

伽伽那 糝迷(三)薩婆睹嗢蘗多(引)（四)避娑（去)囉三婆吠(平)（五) 

jvalan2mogh2n2m          sv2h2. 

入縛羅那（引)謨阿（上)目伽（引)難(去)（六)娑訶(七) 

大摧障聖者不動主真言 ( "rya Acala-n2tha ) 

Nama` samanta vajr252m.  Ca57a mah2-ro=a5a    spho6aya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 戰拏  摩訶 ﾛ路               灑儜(上)（二)薩破吒也(三) 

hu3 tra6      h23   m2m. 

合牛   怛囉迦(四) 悍（引) 漫（引)(五) 

 

見《攝大毘盧遮那成佛神變加持經入蓮花胎藏海會悲生曼荼邏廣大念誦儀軌供養方便會》(三

卷)－唐－輸婆迦羅譯－第(1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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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三世真言 ( Trailokya-vijaya ) 

Nama` samanta vajr252m.  Ha ha ha vi-smaye,     sarva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    訶訶訶(二) 微薩麼曳(平)(三)薩婆 

tath2gata   vi=aya sa3-bhava Trailokya-vijaya     hu3 ja`  

怛他(平)揭多 微灑也三婆嚩(四)    怛囇路枳也微若也(五)合牛   若(急呼)(六) 

sv2h2. 

莎訶(七) 

諸聲聞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etu-pratyaya  vigata  karm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係睹缽羅底也(二)微蘗多 羯麼 

nir-j2ta     hu3  sv2h2. 

涅(入)闍多(三)  合牛  (四) 莎訶(五) 

諸緣覺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嚩(二)   

普一切佛菩薩心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rva buddha bodhisattva h4day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薩婆  勃馱 菩提薩埵(二)訶ﾛ栗      捺耶(三) 

d4ya  ve0ani.   Nama`  sarva vide    sv2h2. 

甯夜  吠奢儞(平)(四)娜麼   薩婆 尾泥(去)(五)莎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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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天等諸心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Lokâloka   kar2ya     sarva dev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路迦(引)路迦 羯囉(引)也(二)薩婆 提婆 

n2ga yak=a  gandharva asura   gar9da ki3nara mahoragani  

那伽 藥吃沙 健達婆   阿(上)蘇囉 蘗嚕荼 緊捺囉摩護囉伽(上)儞(三) 

h4daya     d4ya kar=aya   vicitra-gati      sv2h2.  

訶ﾛ栗        捺耶(四) 甯夜羯ﾛ履  灑也(五)微質怛囉蘗底(六) 莎訶(七) 

一切諸佛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rvath2 vi-mati  vi-kira5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薩婆他(二)微麼底(三)微枳囉儜(上)(四) 

dharma-dh2tu nir-j2ta    sam sa3-h2 sv2h2. 

達摩   馱啫  ﾛ涅 (入)闍多(五)參參訶(六)     莎訶(七) 

不可越守護門者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Dur-dhar=a    mah2-ro=a5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訥囉馱 ﾛ履 沙(二)摩訶(引)路灑儜(上)(三) 

kh2daya, sarv23 tath2gatâj#23   kuru  sv2h2.(tath2gata 2j#23) 

佉娜也  薩鎫(引平)怛他(引)蘗多(引)然 矩嚕(四)莎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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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向守護門者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e mah2-praca57a  abhi-mukh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係 摩訶  缽囉戰拏(二)阿毘目佉(三) 

g4h5a kh2daya     ki3-cir2yasi    samayam-anusmara sv2h2. 

蘗 ﾛ栗                    訶拏佉娜耶(四)緊質囉(引)也徙(五)三麼耶麼弩娑麼囉(六) 莎訶(七) 

結大界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rvatr2nugate bandhaya s1m2n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薩婆怛羅(引)弩蘗帝(二)滿馱也 徙瞞(引)(三) 

mah2-samaya nir-j2te      smara5e,   apratihate  

摩訶 三摩耶 ﾛ涅 (入)闍(去)帝(四)娑麼囉嬭(五)阿缽囉底訶諦(六) 

dhakka,    c2ra c2ra,  bandha bandha da0a-di0a3. Sarva  

馱迦馱迦(七) 折囉折囉(八)滿馱滿馱(九)       捺奢儞羶(十)  薩婆  

tath2gat2nunnate       pravara-dharma labdha vijaye,   

怛他(引)蘗多(引)弩壤帝(十一)缽囉嚩囉達摩  臘馱   微若曳(平)(十二) 

bhagavati      vi-kuri vi-kule    l1lo bh9ri    sv2h2.  

薄伽(上)嚩底(十三) 微矩ﾛ履  微矩麗(十四)麗魯補ﾛ履  (十五)莎訶(十六) 

菩提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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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去) 

成菩提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暗 

涅槃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噁 

降三世真言  

Nama` samanta vajr252m.  H2.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 訶(去) 

不動尊真言  

Nama` samanta vajr252m. H2m.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悍 

除蓋障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去急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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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自在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娑(上) 

金剛手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a`.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   嚩(急呼) 

妙吉祥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M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      瞞 

虛空眼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G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嚴(輕呼) 

法界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R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嚂 

大勤勇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Kh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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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自在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J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髯 

多羅尊真言 ( T2ra-dev1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T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耽 

毘俱胝真言 ( Bh4-ku61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Bh4`.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勃ﾛ履   

得大勢真言 ( Mah2-sth2ma-pr2pt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參 

白處尊真言 ( P257arav2sin1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P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半 

何耶揭利婆真言 (馬頭) ( Hayagr1v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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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輸陀羅真言 (持名稱者)( Ya0o-dhar2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Y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閻 

寶掌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參 

光網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J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髯 

釋迦牟尼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Bh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婆(上) 

三佛頂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u3 ^r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合牛   吒嚂 

白傘佛頂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R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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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佛頂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_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苫 

最勝佛頂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_i`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賜 

火聚佛頂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Tru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怛ﾛ隣   

除障佛頂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ru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訶婪 

世明妃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Ta3 ha3 pa3 ha3 y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耽  含   半  含  閻 

無能勝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u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合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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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神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1`.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微 

髻設尼真言(以下文殊五使者) 

Nama` samanta buddh2n2m. Kli`.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枳履 

鄔波髻設尼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Dli`.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儞履 

質多童子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Mli`.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弭履 

財慧童子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li`.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係履 

除疑怪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asan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訶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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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切眾生無畏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Rak=a5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囉娑難 

除一切惡趣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Dhva3san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特懵娑難 

哀愍慧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i-hasan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微訶娑難 

大慈生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諂 

大悲纏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Y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閻 

除一切熱惱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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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思議慧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U`.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污 

寶生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N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難(上) 

寶手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衫 

持地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噞 

復次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髯(輕呼鼻聲) 

寶印手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Ph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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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固意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赧 

虛空無垢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含 

虛空慧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Ri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ﾛ鄰 

清淨慧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Gat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蘗丹 

行慧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Dh1r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地嚂 

安慧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u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合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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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奉教者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Dh1 0r1 ha3 bhr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地室唎 唅  沒嚂 

諸菩薩所說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K=a5a laya3 k2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吃沙拏 囉閻  劍 

淨居天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Manorama   dharma sa3bhav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滿弩(輕)囉麼(二)達摩   三婆(去)嚩微(三) 

kattha   katthana   sam-0am mar=a5e sv2h2. 

 婆(上)嚩 迦他那(四)     三三(五)                 莎訶 

 

見《 攝大毘盧遮那成佛神變加持經入蓮花胎藏海會悲生曼荼邏廣大念誦儀軌供養方便會》

(三卷)－唐－輸婆迦羅譯－第一二五條。《 大正新修大藏經 》第十八卷密教部一第七七

頁中。 

 

羅剎娑真言 (疾速鬼)( R2k=as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Gra`  k4.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吃嚂 計ﾛ履   

諸荼吉尼真言 ( &akin1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4  h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訶(去)唎 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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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藥叉女真言 ( Yak=in1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Yak=a  vidy2-dhar1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藥吃叉 尾儞夜達ﾛ履      

諸毘舍遮真言 (廁神，啖精鬼)( Pi02c1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Pi ci pi ci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比旨比旨 

諸部多真言(化生之鬼) ( Bh9t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Y9yi y9y1    dhva3sane.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喁縊 喁伊(上)  特懵散寧(去) 

諸阿修羅真言 ( Asur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Ra6a ra6a  dhv2nta3 bhra3 pr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囉吒 囉吒  特懵耽   沒囉 波囉 

諸摩候羅伽真言 (大蛇) ( Mahorag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Garala3 garal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蘗囉藍  蘗羅藍 

諸緊那羅真言 (似人非人) ( Ki3nar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asana3  vi-hasan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訶(上)散難  微訶(上)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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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人真言 ( Manu=y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Icch2 paramâ5umaye   me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壹車(去) 缽嚂(二)麼弩(輕)麼曳 迷(三)莎訶 

阿字門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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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毘盧遮那成佛神變加持經卷第三 

悉地出現品第六 

無所不至真言 

Nama` sarva tath2gatebhyu  vi0va  mukhebhya`.  

南麼   薩婆  怛他(引)蘗帝ﾛ驃    (一) 微濕嚩 目契弊(二) 

Sarvath2  a  2  a3  a`. 

薩婆他(三)   阿 阿(引)闇 噁(四) 

虛空藏轉明妃真言 

Nama` sarva tath2gatebhyu vi0va mukhebhya`. Sarvath2 kham    

南麼  薩婆  怛他(引)蘗帝ﾛ驃   (一)  微濕嚩目契弊(二)     薩婆他(三)欠(四) 

ud-gate  sph2ra hi m23  gaganaka3 sv2h2. 

嗢弩蘗帝 薩叵囉係門(五)   伽伽娜劍(六)  莎訶(七) 

降伏四魔，解脫六趣，滿足一切智智金剛字句 

Nama` samanta buddh2n2m. "`   v1 ra  hu3 khan.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去急呼) 味 囉 合牛    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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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字輪漫荼邏行品第八 

三世無礙力明妃真言 

Tadyath2, gagana-same  a-pratisame    sarva tath2gata  

怛姪他   伽伽娜 三迷(一) 阿缽囉底三迷(二)薩婆  怛他(引)蘗多 

Samatânugate  gagana-sama  vara-lak=a5e    sv2h2. 

三麼哆弩蘗帝(三)伽伽那  三摩(四)嚩囉落吃灑嬭(平)（五)莎訶(六) 

阿字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 

無能害力明妃真言 

Nama` sarva tath2gatebhya`, sarva mukhebhya`. Asame pra-me  

南麼  薩婆  怛他(引)蘗帝弊(一)薩婆目契弊(二)    阿娑迷(三)缽囉迷(四) 

acale    gagane smara5e    sarvatr2nugate   sv2h2.  

阿者麗(五)伽伽泥薩麼囉嬭(平)（六) 薩婆怛羅(引)弩蘗帝(七)莎訶(八) 

置字句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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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毘盧遮那成佛神變加持經卷第四 

密印品第九 

無能障礙力，無等三昧力明妃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same tri-same   samaye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三迷(二)呾履三迷(三)三麼曳(四)莎訶(五) 

淨法界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Dharma-dh2tu  svabh2vako'ham. 

南麼  三曼多   勃陀喃(一)     達摩    馱睹(二)薩嚩婆嚩句痕(三) 

勝願吉祥法輪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ajrâtmako'h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伐折囉(引)呾麼句痕(二) 

大慧刀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Mah2-kha7ga viraja-dharm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摩訶朅伽     微囉闍(二)達麼 

sa3-dar0aka sahaja  sat-k2ya-d4=6i    chedaka.  

珊捺囉奢迦娑訶闍(三)  薩迦耶捺ﾛ栗         瑟致(上)掣諾(入)迦(四) 

Tath2gat2dhi-mukti   nir-j2ta    vi-r2ga  dharma nir-j2ta  

怛他(引)蘗多(引)地目訖底 儞(入)社多(五) 微囉(引)伽 達摩  儞(入)社多 

hum. 

合牛  (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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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願吉祥法螺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3.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暗 

吉祥願蓮華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去急呼) 

金剛大慧真言 

Nama` samanta vajr252m.  Hum. 

南麼   三曼多  伐折羅赧(一) 合牛   

如來頂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u3 hu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合牛    合牛   

滿願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    ha3 j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去，急呼)痕  若(急呼) 

釋迦牟尼大砵印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Bh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婆(上，急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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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無畏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rvath2  jina jina  bhay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薩婆他(二)爾娜 爾娜(三)佩也 

na0ana  sv2h2. 

那奢娜(四) 莎訶(五) 

與願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arada vajrâtmak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嚩囉娜 伐折囉(引)怛麼迦(二)莎訶 

怖魔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Mah2-balavati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麼訶(引)沫羅嚩底(二) 

da0a-balod-bhave mah2-maitryabhyudgati   sv2h2.  

捺奢嚩路嗢婆吠(平)（三)摩訶(引)昧怛ﾛ履  也 毘庾 嗢蘗底(四)莎訶 

悲生眼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Gagana vara-lak=a5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伽伽那 嚩囉洛吃灑儜(上)（二) 

karu52maya  tath2gata   cak=u`  sv2h2. 

迦嚕儜麼那(三) 怛他(引)蘗多 斫吃芻(四) 莎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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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願索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e he mah2-p20a pra-sad aud2ry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係係摩訶(引)播奢(二)缽羅娑嘮那ﾛ履  也(三) 

sattva dh2tu vi-mohaka  tath2gat2dhi-mukti    nir-j2ta   

薩埵馱睹(四)微模訶迦(五) 怛他(引)蘗多(引)地目吃底 儞(入)社多(六)  

sv2h2. 

莎訶(七) 

如來鉤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   sarvatr2pratihate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去急呼)薩婆怛囉(引)缽囉底訶諦(二) 

tath2gat2{ku0a   bodhi-carya pari-p9raka  sv2h2. 

怛他(引)蘗黨矩奢(三)菩提浙ﾛ履  耶缽ﾛ履  布邏迦(四)  莎訶(五) 

如來心印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J#2nod-bhav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壤怒嗢婆嚩(二) 莎訶(三) 

如來臍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m4tod-bhav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沒ﾛ栗        睹嗢婆嚩(二)莎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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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來腰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Tath2gata  sa3-bhav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怛他(引)蘗多 三婆嚩(二) 莎訶 

如來藏真言 

Nama` sarva tath2gatebhya`. Ra3 ra3, ra` ra`  sv2h2. 

南麼 薩婆 怛他(引)蘗帝弊(一) 嚂 嚂 ﾛ落 ﾛ落 (二)莎嚩訶 

結大界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L1lo bh9ri vi-kuli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麗魯補ﾛ履  微矩麗(二)莎訶(三) 

無堪忍大護真言 

Nama` sarva tath2gatebhya`. Sarva bhaya vigatebhya`, vi0va  

南麼 薩婆 怛他(引)蘗帝弊(一) 薩婆佩也 微蘗帝弊(二) 微濕嚩 

mukhebhya`, sarvath2 ha3 kha3 rak=a mah2-bale sarva  

目契弊(三)   薩婆他(四) 唅 欠(五)囉訖灑摩訶沫麗(六)薩婆 

tath2gata   pu5ya nir-j2te,   hu3 hu3 tra6   tra6  

怛他(引)蘗多 本抳也 儜(入)社帝(七)合牛  合牛 (八)怛囉(引)吒怛囉(引)吒(九) 

apratihate    sv2h2. 

阿缽囉底訶諦(十) 莎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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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光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Jv2l2-m2lini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入嚩(引)囉(引)摩履儞(平)（二) 

tath2gat2rcis   sv2h2. 

怛他(引)蘗多ﾛ栗    旨(三)莎訶(四) 

如來甲真言（本咒依據梵字胎藏儀軌來，大日經密印品中只說手印，而無真言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Pra-ca57a vajra-jvalay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鉢羅戰拏 伐折囉入嚩羅 

vi-sphura  hum. 

微薩普囉  合牛   

 

出《 攝大毘盧遮那成佛神變加持經入蓮花胎藏海會悲生曼荼邏廣大念誦儀軌供養方便會 》

(三卷)－唐－輸婆迦羅譯－卷第二第 47 條。 

 

如來舌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Tath2gata  jihva    saty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怛他(引)蘗多 爾訶嚩(二) 薩底也合 

dharma  prati-=6hita   sv2h2. 

達摩  缽囉 瑟恥多(三)  莎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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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來語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Tath2gata  mah2-vaktr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怛他(引)蘗多 摩訶(引)嚩吃怛囉(二) 

vi0va-j#2na   mahodaya  sv2h2. 

微濕嚩壤(引)曩 摩護娜也(三) 莎訶(四) 

如來牙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Tath2gata-da3=6r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怛他(引)蘗多能(去)瑟吒羅(二)  

rasa-rasâgra    sa3-pr2paka,  sarva tath2gata  vi=aya  

囉娑囉娑(引)釳囉(三) 參缽囉(引)博迦(四) 薩婆怛他(引)蘗多(五)微灑也 

sa3-bhava  sv2h2. 

參婆(上)嚩(六)  莎訶(七) 

如來辯說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cinty2dbhuta    r9pa v2c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振底也 娜部多(二)  ﾛ路       波嚩(引)  

samat2  pr2pta     vi0uddha-svara  sv2h2. 

三摩哆(上) 缽囉(引)缽多(三) 微輸(上)馱娑嚩囉(四)莎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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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來持十力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Da0a-bal2{ga dhara hum sa3 ja3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捺奢麼浪伽  達囉(二)合牛  參 髯(三) 

sv2h2. 

莎訶(四) 

如來念處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Tath2gata sm4ti     sattv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怛他(引)蘗多娑麼ﾛ栗       底(二) 薩埵 

hit2bhyudgata  gagana  samâsama   sv2h2. 

係哆弊嗢蘗多(三) 伽伽那 糝忙(引)糝麼(四) 莎訶(五) 

平等開悟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rva dharma samat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薩婆 達摩 三麼哆 

pr2pta     tath2gat2nugata    sv2h2.  

缽囉(引)缽多(二)  怛他(引)蘗哆弩蘗多(三) 莎訶(四) 

普賢如意珠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matânugata  viraja-dharm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參麼哆弩蘗多(二)   微囉若達摩 

nir-j2ta    mah2-maha  sv2h2. 

儞(入)社多(三) 摩訶(引)摩訶(四)  莎訶(五) 



 42

慈氏菩薩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jita3 jaya  sarv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爾單若也(二) 薩婆  

sattvâ0ay2nugata   sv2h2. ( sattva 20aya anugata ) 

薩埵(引)奢夜弩蘗多(三) 莎訶(四) 

虛空藏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k20a    samatânugat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去)迦(引)奢 參麼哆弩蘗多(二) 

vicitr2mbara-dhara  sv2h2. 

微質怛嚂嚩囉達囉(三)莎訶(四) 

除一切蓋障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   sattva hit2bhyudgat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去急呼)薩埵 係哆弊嗢蘗多(二) 

tra3  tra3, ra3 ra3 sv2h2. ( hita abhyudgata ) 

怛嚂(三)     嚂 嚂(四)莎訶(五) 

觀自在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rva tath2gat2valokit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薩婆怛他(引)蘗哆嚩路吉多(二) 

karu5amaya  ra ra ra hum ja`  sv2h2. 

羯嚕儜麼也(三)囉 囉囉合牛     若(四)莎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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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大勢 ( 大勢至菩薩 ) 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Ja3 ja3 s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髯  髯  娑(急呼)（二)莎訶(三) 

多羅尊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T2re t2ri5i  karu5od-bhave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哆囇哆ﾛ履   抳(二)羯嚕拏嗢婆(上)吠(平)(三) 

sv2h2. 

莎訶(四) 

毘俱胝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rva bhaya tr2sani       hu3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薩婆 佩也  怛囉(引)散儞(入)(二) 合牛   

spho6aya  sv2h2. 

娑破吒也(三)莎訶(四) 

白處尊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Tath2gata-vi=aya sa3-bhave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怛他(引)蘗多微灑也三婆(上)吠(平)(二) 

padma-m2lini     sv2h2. 

缽曇摩忙ﾛ履   儞(入)(三)莎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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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耶揭利真言 ( 馬頭明王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Kh2daya bha#ja spho6ay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佉娜也   畔若  娑破吒也(二)莎訶(三) 

地藏菩薩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a ha ha  su-tanu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訶 訶 訶(二)蘇(上)怛弩(三)莎訶(四) 

文殊師利菩薩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e he kum2ra  vi-mukti path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係 係 矩忙囉(二)微目吃底缽他 

sthita   smara smara    prati-j#23 sv2h2. 

悉體多(三)娑麼囉娑麼囉(四)缽囉底然(五)莎訶(六) 

光網鉤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e he kum2ra    m2y2-gat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係 係 矩忙(引)囉(二)忙(引)耶蘗多 

svabh2va   sthita   sv2h2. 

娑嚩婆(去)嚩 悉體多(三)莎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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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垢光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e he kum2ra   vicitra-gati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係   矩忙(引)囉(二)微質怛囉蘗底 

kum2ram   anu-smara  sv2h2. 

矩忙(引)囉(三)麼弩娑麼囉(四)莎訶(五) 

髻室尼刀真言 ( Ke=in1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e he kum2rike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係 係 矩忙(引) ﾛ履     計(二) 

bheday2j#2na3 smara   prati-j#23  sv2h2.  

頻(去)娜耶壤難  娑摩囉(三)缽囉底然(四)莎訶(五) 

優波髻室尼戟真言 ( Upa-ke=in1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Bheday2j#2na3 he kum2rike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頻(去)娜夜壤難(二)係 矩忙(引) ﾛ履   計(三) 

sv2h2  

莎訶(四) 

地慧幢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e smara j#2na-ketu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    係 娑麼囉壤那計睹(二)莎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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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招童子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kar=aya  sarv23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去)羯囉灑也薩鎫 (引)(二) 

kuru 2j#2     kum2rasya   sv2h2. 

矩嚕阿(去)然(三)矩忙(引)囉寫(四)莎訶(五) 

諸奉教者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    vi=mayan1ye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去急呼)微娑麼也儜曳(平)(二)莎訶(三) 

除疑怪金剛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imati chedak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微麼底 掣諾迦(二)莎訶(三) 

施無畏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bhaya3-dad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佩延    娜娜(二)莎訶 (三) 

除惡趣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bhyuddhara5a sattva dh2tu3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弊達囉儜(上)    薩埵馱敦(二) 

sv2h2. 

莎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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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慧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e mah2-maha smara prati-j#23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係摩訶(引)摩訶(二)娑麼囉缽囉底然(三) 

sv2h2. 

莎訶(四) 

大慈生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vacchatod-gat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娑嚩制妒嗢蘗多(二)莎訶(三) 

悲念者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Karu52 m471t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羯嚕儜 沒麗眤多(二)莎訶(三) 

除一切熱惱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e varada vara pr2pt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係嚩囉娜(二)嚩囉缽囉(引)缽多(三)莎訶(四) 

不思議慧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rvâ02 pari-p9rak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薩摩舍   缽ﾛ履   布囉(二)莎訶(三) 

地藏旗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a ha ha vi-smaye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訶訶訶   微娑麼曳(平)(二)莎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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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處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e mah2-mah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係摩訶(引)摩訶(二)莎訶 (三) 

寶手菩薩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Ratnod-bhav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囉怛怒 嗢婆(上)嚩(二)莎訶(三) 

持地菩薩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Dhara5i-dhar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達囉尼達囉(二)莎訶(三) 

寶印手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Ratna nir-jit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囉怛娜儞(入)喇爾多(二)莎訶(三) 

發堅固意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ajra-sa3bhav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伐折囉三婆嚩(二)  莎訶(三) 

虛空無垢菩薩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Gagan2nanta gocar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伽伽娜(引)難多 愚者囉 莎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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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空慧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Cakra-varti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斫吃囉嚩(入)喇底(二)莎訶(三) 

清淨慧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Dharma-sa3bhav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達磨三婆嚩(二)        莎訶(三) 

行慧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Padmâlay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缽曇摩囉(上)耶(二)莎訶(三) 

安住慧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J#2nod-bhav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壤弩嗢婆嚩(二)  莎訶(三) 

執金剛真言 

Nama` samanta vajr252m. Ca57a mah2-ro=a5a hum.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戰拏 摩訶(引)ﾛ路                 灑拏合牛  (二) 

忙莽計真言  

Nama` samanta vajr252m.  Tri6     tri6        jayanti sv2h2.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怛ﾛ栗          吒(輕)怛ﾛ栗          吒(輕)(二)若衍底莎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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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剛鎖真言 

Nama` samanta vajr252m. Hu3 bandha bandha mo6aya mo6aya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合牛    滿馱   滿馱(二)慕吒耶 慕吒耶(三) 

vajrod-bhave      sarvatr2pratihate        sv2h2. 

伐折ﾛ路                嗢婆吠(平)(四)薩婆怛囉(引)缽囉底訶帝(五)莎訶(六) 

忿怒月黶真言 

Nama` samanta vajr252m.  H4     hu3 pha6     sv2h2.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曷唎(急呼)合牛    發吒(輕)(二)莎訶(三) 

金剛針真言 

Nama` samanta vajr252m.  Sarva dharma ni-vedani vajra-suci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薩婆達磨儞(入)吠達儞(二)伐折囉(引)素旨 

varade sv2h2. 

嚩囉泥(三)莎訶(四) 

金剛拳真言 

Nama` samanta vajr252m. Spho6aya vajra-sa3bhave   sv2h2.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薩破吒也伐折囉三婆吠(平)(二)莎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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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能勝真言 

Nama` samanta vajr252m. Dur-dhar=a mah2-ro=a5a   kh2daya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訥達ﾛ履        沙  摩訶(引)嚧灑拏(二)佉(引)捺耶 

sarv23 tath2gata3 2j#23 kuru sv2h2. 

薩鎫(引)怛他(引)蘗單然矩嚕(三)    莎訶(四) 

阿毘目佉真言（對面護） 

Nama` samanta vajr252m.  He abhi-mukha mah2-praca57a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係  阿毘目佉   摩訶缽囉戰拏(二) 

kh2daya ki3-cir2yasi     samayam-anusmara  sv2h2. 

佉(引)娜也緊旨囉(引)也徙(三)三麼耶麼弩薩麼囉囉(四)莎訶(五) 

釋迦砵印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rva kle0a ni-s9dana,   sarv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薩嚩訖麗奢儞(入)素捺耶(二) 薩婆 

dharma-va0it2 pr2pta    gagana-same sv2h2. 

達摩嚩始多(引)缽囉缽多(三)伽伽那三迷(四)莎訶(五) 

一切佛頂印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a3 va3 va3, hu3 hu3 hu3 pha6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鎫鎫(二)          合牛  合牛  合牛  (三)發吒(輕)(四) 

sv2h2. 

莎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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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修羅真言 ( Asur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Garal2ya3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蘗囉邏延(二)莎訶(三) 

乾闥婆真言 ( Gandharv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i0uddha-svara v2hini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微輸馱薩嚩囉 嚩(引)係儞(平)(二)莎訶(三) 

藥叉真言 ( Yak=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Yak=e0var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藥乞釵 濕嚩囉(二)莎訶(三) 

藥叉女真言 ( Yak=1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Yak=a vidy2-dhar1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藥乞叉尾儞耶達ﾛ履   (二)莎訶(三) 

毘舍遮真言 ( Pi02c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Pi02ca-gati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比舍(引)遮蘗底 (二)莎訶(三) 

毘舍支真言 ( Pi02c1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Pi ci pi ci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比旨比旨(二)莎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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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切執曜真言 ( Grah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Gr2he0varya     pr2pt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蘗囉醯濕靺 ﾛ履                  耶 缽囉(引)缽多(二) 

jyotirmaya  sv2h2. 

孺底麼耶(三)莎訶(四) 

一切宿真言 ( Nak=atr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Nak=atra      nir-n2daniye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娜吃灑 怛囉(二) 儞(入)囊捺儞(平)曳(三) 

sv2h2. 

莎訶(四) 

諸羅剎娑真言 ( R2k=asa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R2k=asâdhipataye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囉(引)吃灑娑(引)地缽多曳(二)莎訶(三) 

諸荼吉尼真言 ( &2kin1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4 h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頡ﾛ履     莎訶(急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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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毘盧遮那成佛神變加持經卷第五 

字輪品第十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      阿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    娑 

 Nama` samanta vajr252m. Va.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  嚩 

 Ka, Kha, Ga, Gha,  

迦  佉   哦  伽    

Ca, Cha, Ja, Jha, 

遮  車   若 社 

^a, ^ha, &a, &ha, 

吒  咤  拏  荼 

Ta, Tha,Da, Dha,  

多  他  娜  馱   

Pa, Pha, Ba, Bha, 

波  頗  麼  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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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 Ra, La, Va, _a, +a, Sa, Ha, K=a. 

野  囉 邏  嚩 奢 沙  娑 訶 吃灑(右此一轉皆上聲短呼之) 

Nama` samanta buddh2n2m. ".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      阿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      娑 

Nama` samanta vajr252m. V2.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  嚩 

K2, Kh2, G2, Gh2,  

迦  佉  誐  伽   

C2, Ch2, J2, Jh2, 

遮  車  惹  社 

^2, ^h2, &2, &h2, 

吒  咤  拏  荼 

T2, Th2, D2, Dh2, 

多  他  娜  馱  

P2, Ph2, B2, Bh2, Y2, R2, L2, V2,  

波  頗  麼  婆 野  囉  邏  嚩 

_2, +2, S2, H2, K=2. 

奢  沙 娑  訶 吃灑(右此一轉皆去聲長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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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a` samanta buddh2n2m. A3.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      暗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3.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     糝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a3.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   鎫 

Ka3, Kha3, Ga3, Gha3,   

劍   欠     儼   儉    

Ca3, Cha3, Ja3, Jha3, 

占    襜    染   瞻 

^a3, ^ha3, &a3, &ha3,  

齒占            ﾛ諂              喃   湛      

Ta3, Tha3, Da3, Dha3, 

擔   探    腩   淡 

Pa3, Pha3, Ba3, Bha3,  

ﾛ窆     ﾛ泛     ﾛ鎫     ﾛ梵      

Ya3, Ra3, La3, Va3, 

閻   嚂    藍    ﾛ鎫   

_a3, +a3, Sa3, Ha3, K=a3. 

睒   衫   參    頷   吃衫(其口邊字皆帶第一轉本音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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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a` samanta buddh2n2m. 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     噁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      索 

Nama` samanta vajr252m. Va`.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  嗼 

Ka`, Kha`, Ga`, Gha`, 

尸撟    卻    虐   噱    

Ca`, Cha`, Ja`, Jha`, 

灼   綽   弱   杓 

^a`, ^ha`, &a`, &ha`,  

磔   坼   搦   擇   

Ta`, Tha`, Da`, Dha`, 

呾   託   諾   鐸 

Pa`, Pha`, Ba`, Bha`,  

博   泊   漠   簿     

Ya`, Ra`, La`, Va`, 

藥   ﾛ落   落  嗼 

_a`, +a`, Sa`, Ha`, K=a`. 

鑠   嗦  索   臛   吃索(皆帶第一轉音入聲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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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U,  <,  *i,  *1,  $,  },   E,  Ai,   O,  Au. 

伊 縊 塢  烏 哩   ﾛ捚   里  狸  翳  藹   汙  奧 

{a, ~a, %a, Na, Ma. {2, ~2, %2, N2, M2. 

仰  壤  ﾛ拏  曩  莽  ﾛ昂   穰  儜  囊 忙 

{a3, ~a3, %a3, Na3, Ma3. {a`, ~a`, %a`, Na`, Ma`.  

噞   髯   喃   南    鎫   ﾛ虐-   弱   搦   諾   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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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漫荼邏品第十一  大真言王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sam2pta    dharma-dh2tu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三忙(引)缽多 達摩馱睹(二) 

gati3-gat2n2m sarvath2  23 kh23, a3 a`,  sa3 sa`, ha3 ha`,  

蘗登蘗哆喃(三) 薩婆他(引)(四)暗(引)欠(引)暗 噁(五)糝   索(六)含  鶴(七) 

ra3 ra`, va3 va`     sv2h2. Hu3,  ra3 ra`, hl2d ha`  sv2h2.  

嚂 ﾛ落 (八)鎫   嚩(急呼)(九)莎訶  合牛    (十)嚂  ﾛ落   訶囉鶴(十一)莎訶 

Ra3 ra`   sv2h2. 

嚂  ﾛ落 (十二)莎訶(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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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八印品第十四 

世尊大威德生 

Nama` samanta buddh2n2m. Ra3 r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嚂 ﾛ落 (二)莎訶 

世尊金剛不壞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a3 v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鎫  嚩(急呼)(二)莎訶 

蓮花藏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3 s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糝   索(二)莎訶 

如來萬德莊嚴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a3 h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含  鶴(二) 莎訶 

如來一切支分生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3 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暗  噁(二)莎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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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陀羅尼 

Nama` samanta buddh2n2m. Buddha-dh2ran1 sm4ti   bala d2n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勃馱陀羅尼(上)(二)娑沒ﾛ栗                    底沫羅 馱那 

kari    dharaya, sarva3 bhagavati   2k2ravati        samaye  

羯ﾛ履  (三)馱囉也薩鎫(四)    薄伽(輕)嚩底(五)阿(去)迦(引)囉嚩底(六)三麼曳 

sv2h2. 

(七)莎訶 

法住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eda vide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去)吠娜尾泥(二)莎訶 

迅疾持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Mah2 yoga-yogini     yoge0vari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摩訶(引)瑜伽(輕)瑜擬寧(上)(二)瑜詣說ﾛ履  (三) 

kha3 jhar1ke  sv2h2. 

欠   若唎計(四)莎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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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字品第十七 

迦－Ka. 佉－Kha. 哦－Ga. 伽－Gha. 

遮－Ca. 車－Cha. 若－Ja. 社－Jha.  

吒－^a. 詑－^ha. 拏－&a. 荼－&ha.  

多－Ta. 他－Tha. 娜－Da. 陀－Dha.  

波－Pa. 頗－Pha. 麼－Ba. 婆－Bha.  

莽－Ma. 耶－Ya. 羅－Ra. 邏－La.  

伊－I. 縊－>. 塢－U. 烏－<. 翳－E. 藹－Ai. 污－O. 奧－Au.  

暗－A3. 惡－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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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毘盧遮那成佛神變加持經卷第六 

 

說百字生品第十九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暗 

 

百字成就持誦品第二十二 

阿－A. 娑－Sa. 縛－Va.  

迦－Ka. 佉－Kha. 哦－Ga. 伽－Gha.  

遮－Ca. 車－Cha. 若－Ja. 社－Jha.  

吒－^a. 詫－^ha. 拏－&a. 荼－&ha.  

多－Ta. 他－Tha. 娜－Da. 馱－Dha.  

波－Pa. 頗－Pha. 麼－Ba. 婆－Bha.  

耶－Ya. 羅－Ra. 邏－La. 縛－Va. 奢－_a. 沙(灑)－+a. 娑－Sa. 

訶－Ha. 乞灑－K=a.  

仰－{a. 壤－~a. 拏－%a. 曩－Na. 麼－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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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累品第三十一 

加持句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rvath2 0i3 0i3, tri3  tri3, gu3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薩婆他(引) 勝  勝(二)怛ﾛ稜  怛ﾛ稜   (三)顒 

gu3, dhara3 dhara3 sth2paya        sth2paya. Buddha  

顒(四)達ﾛ隣        達ﾛ隣       (五)      娑他(引)跛也娑他(引)跛也(六)   勃馱 

satya-v2c,   dharma satya-v2c,  sa3gha satya-v2c, hu3 hu3  

薩底也嚩(引)(七)達摩薩底也嚩(引)(八)僧伽薩  底也嚩(引)(九)合牛  合牛  (十) 

vida vi-vid   sv2h2. 

吠娜尾吠(十一)莎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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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毘盧遮那成佛神變加持經卷第七 

增益守護清淨行品第二   

作禮方便真言 

O3, nama` sarva tath2gata     k2ya-v2k-citta     p2da  

唵(一)南麼  薩婆  怛他(引)蘗多(二)迦(引)耶嚩(引)吃質多(三)播娜 

vandan23 karomi. 

鎫娜難    迦嚕弭(四) 

出罪方便真言 

O3, sarva p2pa spho6a   dahana vajr2ya     sv2h2. 

唵(一)薩婆 播波  薩怖吒(二)娜訶曩伐折羅(引)也(三)莎訶(四) 

歸依方便真言 

O3, sarva buddha bodhisattv2n2m 0ara5am gacch2mi,  

唵(一)薩婆 勃馱   菩提薩怛鎫(引)(二)設囉赧(平)蘗車弭(三) 

vajra-dharma hr1`. 

伐折囉達麼(四)頡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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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身方便真言 

O3, sarva tath2gata     p9j2 pra-vartanayâtm2n2m  

唵(一)薩婆 怛他(引)蘗多(二)布闍 缽囉跋ﾛ栗         多曩夜怛忙(去)難(三) 

nir-y2tay2mi.   Sarva tath2gatâ-sicadhi-ti=6hata3.    Sarva  

ﾛ涅 ﾛ履   夜哆夜弭(四)薩婆 怛他(引)蘗多室柘地底瑟咤多(引)(五)薩婆 

tath2gata  j#2na3 me 2-ve0atu. 

怛他(引)蘗多若難謎阿(引)味設睹(六) 

發菩提心方便真言 

O3, bodhi-cittam ut-p2day2mi. 

唵(一)菩提質多(二)母多播(引)娜夜弭(三) 

隨喜方便真言 

O3, sarva tath2gata     pu5ya j#an2nu-modana p9j2  

唵(一)薩婆 怛他(引)蘗多(二)本(去)若若囊(三)努暮捺那 布闍 

megha-samudra  sphara5a samaye hum.  

迷伽  參暮捺囉(四)薩叵囉儜三麼曳(五) 合牛  (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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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請方便真言 

O3, sarva tath2gat2dhye=a5a     p9j2 megha-samudra  

唵(一)薩婆 怛他(引)蘗多(引)(二)睇灑儜 布闍迷伽娑慕捺囉(三) 

sphara5a samaye hum. 

薩叵囉儜三麼曳(四) 合牛  (五) 

奉請法身方便真言 

O3, sarva tath2gat2dhye=ay2mi      sarva sattva  

唵(一)薩婆 怛他(引)蘗多(二)捺睇灑夜弭(三)薩婆薩怛嚩 

hitârthaya       dharma-dh2tu sthitir bh2vatu. 

係多(引)ﾛ栗        他(去)耶(四)達麼馱到   薩ﾛ體 ﾛ底 ﾛ栗        婆(上)靺睹(五)  

迴向方便真言 

O3, sarva tath2gata    nir-y2tana  p9j2 megha-samudra  

唵(一)薩婆 怛他(引)蘗多(二)ﾛ涅 哩也怛囊布闍迷伽參慕捺囉(三) 

sphara5a samaye  hum. 

薩叵囉儜 三麼曳(四)合牛  (五) 

入佛三昧耶明 

Nama` sarva tath2gatebhya` vi0va mukhebhya`. Om, asame  

南麼  薩婆  怛他(引)蘗帝ﾛ驃 (一)微濕嚩目契ﾛ弊 (二)    唵  阿三迷(三) 

tri-same   samaye    sv2h2. 

呾ﾛ履   三迷(四)三麼曳(平)(五)莎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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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生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Dharma-dh2tu svabh2vako'h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達摩馱睹(二)      薩嚩婆嚩句痕(三)  

金剛薩埵真言 

Nama` samanta vajr252m.   Vajrâtmako'ham.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伐折囉(引)咀麼句痕(二) 

金剛甲冑真言 

Nama` samanta vajr252m. O3, vajra-kavaca   hum. 

南麼  三曼多伐折囉赧(一)   唵(二)伐折囉迦嚩遮(三)  合牛  (五) 

羅字及空點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R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      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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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堪忍大護明真言 

Nama` sarva tath2gatebhya`, sarva bhaya vigatebhya`, vi0va  

南麼  薩婆  怛他(引)蘗帝ﾛ弊   薩婆佩也    微蘗帝ﾛ弊  (二)微濕嚩 

mukhebhya`. Sarvath2 ha3 kha3 rak=a  mah2-bale    sarva  

目契弊      薩婆他(引)(三)唅 欠(四)囉吃灑 摩訶(引)沬麗(五) 薩婆  

tath2gata   pu5ya nir-j2te,  hu3 hu3  tra6       tra6  

怛他(引)蘗多 奔抳也ﾛ涅 社帝(六)合牛    合牛  (七)呾囉(引)吒(輕)呾囉(引)吒(輕) 

apratihate      sv2h2. 

阿缽囉ﾛ底 訶諦(九)莎訶(十) 

訶字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      唅 

縛字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     鎫 

阿字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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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空藏轉明妃真言 

Nama` sarva tath2gatebhya`, vi0va mukhebhya`. Sarvath2 Kham  

南麼  薩婆  怛他(引)蘗帝ﾛ驃 (一)微濕嚩目契ﾛ弊              (二)     薩婆他(三) 欠(四) 

ud-gate sph2ra hi m23 gaganaka3 sv2h2. 

嗢蘗帝 薩叵囉 係 門(五)伽伽娜劍(六)莎訶(七法應多誦) 

釋迦種子心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Bhah.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      婆 

文殊種子心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Man.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      瞞 

聖者不動尊真言 

Nama` samanta vajr252m.  Ca57a mah2-ro=a5a  spho6aya  

南麼   三曼多   伐折羅赧(一)戰拏摩訶ﾛ路              灑儜(上)(二)薩破吒也(三) 

hu3 tra6     h23 m2m. 

合牛    怛囉吒(四)悍(引)漫(引當誦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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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請方便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     sarvatr2pratihate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去急呼)薩婆怛囉(引)缽囉底訶諦(二) 

tath2gat2{ku0a   bodhi-carya pari-p9raka   sv2h2. 

怛他(引)蘗黨矩奢(三)菩提淅ﾛ履   耶缽ﾛ履   布囉迦(四)莎訶(應誦七遍)  

三昧耶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same tri-same samaye sv2h2. 

南麼三曼多勃馱喃(一)阿三迷(二)怛ﾛ履  三迷(三)三麼曳(四)莎訶(五)(應誦三遍) 

閼伽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Gagana samâsam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伽伽娜 三摩(引)三摩(二)莎訶(當誦二十五遍

以不動尊印示之) 

如來座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     阿(引聲急呼) 

金剛種子心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      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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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剛薩埵真言 

Nama` samanta vajr252m. Ca57a mah2-ro=a5a    hum.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一)戰拏 摩訶(引)ﾛ路     灑赧(平)(二)合牛   

佉字及點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Kham.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     欠 

降伏魔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Mah2-balavati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摩訶(引)沫囉嚩ﾛ底  (二) 

da0a-balod-bhave   mah2-maitryabhyudgati      sv2h2. 

捺奢嚩路嗢婆吠(平)(三)摩訶(引)昧怛ﾛ履   也 毘庾 嗢蘗ﾛ底  (四)莎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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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能堪忍真言( 誦三遍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mant2nugate bandhay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三莽多弩蘗帝(二)滿馱也 

s1man   mah2-samaya  nir-j2te       smara5e,  

徒瞞(引)(三)摩訶三摩耶   ﾛ涅          (去)闍(去)帝(四)娑麼囉嬭(五) 

apratihate   dhakka dhakka, dara dara, bandha bandha  

阿缽囉ﾛ底  訶諦(六)馱迦馱迦(七) 捺囉捺囉(八)滿馱滿馱(九) 

da0a-di0a3. Sarva tath2gat2nunnate    pravara-dharma 

捺奢爾羶(十)薩婆怛他(引)蘗多(引)弩壤帝(十一)缽囉嚩囉達摩 

labdha vijaye,     bhagavati   vi-kuri vi-kuli     l1lo bh9ri 

臘馱 微若曳(平)(十二)薄伽嚩ﾛ底  (十三)微矩ﾛ履                                   微矩麗(十四)麗魯補ﾛ履   

vi-kuli    sv2h2. 

微矩麗(十五)莎訶(當誦三遍)(十六) 

第二略說真言(無能堪忍小咒) ( 誦七遍 ) 

Nama` samanta buddh2n2m. L1lo bh9ri vi-kuli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麗魯補ﾛ履   微矩麗(二)莎訶(當誦七遍) 

不動尊種子心真言 

Nama` samanta vajr252m. H2m.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赧 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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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香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Vi0uddha gandhod-bhava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微輸(上)馱 健杜(引)納婆嚩(二)莎訶(當誦三遍) 

華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Mah2-maitryabhyudgate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摩訶(引)昧呾ﾛ履                                          也(二)毘庾 嗢蘗帝(三) 

sv2h2. 

莎訶(當誦三遍) 

焚香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Dharma-dh2tonugate sv2h2.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達摩馱埵弩蘗帝(二)      莎訶(當誦三遍)  

然燈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Tath2gat2rcis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怛他(引)揭多(引)唎旨(二) 

sphara52vabh2sana   agan2ud2rya   sv2h2.  

薩叵囉儜嚩婆(去)娑娜(三)伽伽猱陀哩耶(四)莎訶(當誦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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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食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 rar2 k2r2 ra  balin dade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囉囉迦囉囉(二)沫鄰捺泥(三) 

mah2-bali`   sv2h2. 

摩訶(引)沫履(四)莎訶(當誦三遍) 

文殊師利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He he Kum2raka  vi-mukti path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係 係  俱摩囉迦(二)微目吃ﾛ底  缽他 

sthita   smara smara   prati-j#23  sv2h2. 

悉ﾛ體     多(三)薩麼囉薩麼囉(四)缽囉ﾛ底  然(五)莎訶(六) 

普通種子心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K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     迦 

一切諸菩薩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rvath2 vimati  vi-kira5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薩婆他(二)微沬ﾛ底  (三)微枳羅儜(上)(四) 

dharma-dh2tu nir-j2ta  sa3 sa3-h2 sv2h2. 

達摩馱暏    ﾛ涅  闍多(五)參參訶(六)莎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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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如來種子心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      阿 

如來毫相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    ha3 j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阿(去聲急呼)痕若(呼急) 

釋迦牟尼佛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rva kle0a ni-s9dana,  sarv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薩婆  吃麗奢ﾛ涅  素捺那(二)薩婆 

dharma-va0it2 pr2pta      gagana samâsama  sv2h2. 

達摩嚩始多(引)缽囉(引)缽多(三)伽伽娜三摩(引)三摩(四)莎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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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言事業品第五 

觀自在種子心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    娑(急呼) 

觀自在真言 

Nama` samanta buddh2n2m. Sarva tath2gat2valokita  

南麼   三曼多  勃馱喃(一)     薩婆怛他(引)蘗多嚩路吉多(二) 

karu52maya  rar2 ra hu3 ja`     sv2h2. 

羯嚕拏麼也(三)囉囉囉 合牛    若(短聲)(四)莎訶(五) 

施十力明 ( 誦八遍 ) 

Nama` sarva buddha bodhisattv2n2m. O3, bala3 dade tejo-m2lini  

南麼  薩婆  勃馱   菩提薩埵喃(一)    唵麼蘭捺泥(去)帝孺忙栗寧(二) 

sv2h2. 

莎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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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空威怒聖不動尊供養真言(誦一遍) 

Nama` samanta vajr2n2m.    Tra6     Amogha ca57a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引)赧(一)怛囉吒(輕)阿謨伽(二)戰拏 

mah2-ro=a5a   spho6aya, hu3 tr2maya tr2maya,  

摩訶ﾛ路    灑儜(上)(三)娑破吒野 合牛  (四)怛囉麼野怛囉麼野(五) 

hu3 tra6   h23 m2m. 

合牛  怛囉吒(輕)悍  漫(六) 

降三世種子心真言 

Nama` samanta vajr252m.  Ho`.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引)赧 涸 

降三世真言 

Nama` samanta vajr252m.   Ha ha ha vi-smaye,   sarva  

南麼  三曼多  伐折囉(引)赧(一)訶訶訶(二)微薩麼曳(平)(三)薩婆 

tath2gata   vi=aya sa3-bhava Trailokya-vijaya    hu3 ja`  

怛他(引)蘗多微灑也三婆嚩(四)     怛囇路枳也微若也(五)合牛  若(急呼)(六) 

sv2h2. 

莎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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