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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說文殊師利一百八名梵讚  

宋－法天譯版 

  我今宣說，文殊師利，一百八名，殊勝功德，一日三時，受持讀誦，  

所求意願，決定現前。依法課誦，身恆清淨，罪障消除，或入軍陣，諸怖畏中，

文殊現身，為作守護。若常誦念，速證菩提。  

梵讚第一  

Pra-5ipatya  muni m9rdhna`, su prasannina-citta s2-vak=ya,  

缽囉尼缽怛也 牟尼母里馱曩(一)酥缽囉三尼曩 唧多(二)娑嚩叉 

yamya  adya  nam2ni  sa3-buddha iradho vara-detam.  

也摩也 阿迪也 曩摩尼(三)三     沒泰囉睹   嚩囉尼旦(四)  

梵讚第二  

Su-r9po r9pa-dhari ca,   sarva r9pohyata3 tara,  sarva lak=a5a  

酥 魯布 魯波 馱里 左(一)薩里嚩魯布賀也凍多囉(二)薩里嚩洛叉拏 

sa3-p9r5a  ma#ju0r1 uttama  0r1ya. 

三布囉拏(三)曼祖室里 隴多摩 室里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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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讚第三  

Acinty2-cintya vi-gata,    acintyo  bh9ta vi-kramo,   acintya  

阿進怛也進怛也尾誐多(一)阿進怛瑜 部多 尾羯囉莫(二)阿進怛也 

sarva  dharm25a,  acintyo  m2nasas tath2. 

薩里嚩 達里摩拏(三)阿進怛瑜 摩曩娑薩 怛他(四)  

梵讚第四  

_9nyat2- bh2vita 2tman23, 09nya-dharma sam2dhita,  

戍尼也多 婆尾多怛摩喃(一) 戍尼也 達里摩 娑滿地多(二) 

09nya- mati  mukti0  ca,   09nya  tri-bhava di02ka. 

戍尼也 摩地 母訖底室 左(三)戍尼也 怛里婆嚩 禰捨迦(四) 

 

梵讚第五  

Sarvaj#a    sarva dar0i  ca,   sarva  bh9mi-patir vi-bhu  

薩里嚩倪也 薩里嚩 捺里世左(一)薩里嚩 部彌缽底里 尾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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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u0r1  va0a- varti  ca,  padma-ak=a padma-sa3bhava. 

曼祖室里 嚩舍 嚩里底 左(三)缽納摩訖叉 缽納摩  三婆嚩(四)  

梵讚第六  

Padma-ki#jalka-var5a0  ca, padma-parya{kam-2sanani   

缽納摩 緊惹敢迦 嚩囉拏室 左(一)缽納摩 波里焰迦摩  娑曩尼(二) 

ut- pala-dhara, p9ta  pavitra 02tam  2sana. 

路怛波羅馱囉 (三)布多 波尾怛囉 設多摩 娑曩(四)  

梵讚第七  

Pratyeka- buddho buddhas tvam,  2di-buddho ni-rucyate  

缽囉怛也迦 沒度    沒馱娑  怛萬(一)阿禰沒度   尼嚕左也帝(二) 

h4di  m23, 0ita pr2pta0     catu`-satyopa-dar0aka. 

乙里弟 曼麼 尸多 缽囉缽多室(三)贊睹 薩怛瑜波  那舍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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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讚第八  

Loka-p2la sahasra-ak=a 10varas   tva3, praj2pate  

路迦 播羅 娑賀娑囉乞叉(一)伊濕嚩囉娑 怛萬 缽囉惹缽帝(二) 

0ivas tva3, sarva bh9t2n2m sattva3 vibhu gu5a s2gara. 

尸嚩娑怛萬  薩里嚩 部多喃(三) 娑怛萬   尾都  虞拏 娑誐囉(四) 

梵讚第九  

H4=    tva3 pu5ya  0re=6ho  ca   jye=6ho  j2ti smaras  

乙里史娑怛萬 奔尼也  室里瑟跓 左(一)濟瑟跓  惹底娑摩囉娑 

tath2,  vi- naya ko-vidit2 ca,  jina  putro  jina 2tma-ja. 

怛他(二)尾 曩野  俱尾迪多 左(三)喏曩 補怛嚕 喏曩怛摩惹(四)  

 

梵讚第十  

S2dhu  sahasra-ra0mis tva3, somas  tva3  ca   b4has- 

婆睹   娑賀娑囉囉濕彌娑 怛萬(一)酥摩娑 怛萬 左 物里賀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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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   dhana-do, varu5a0 cevas tva3  vi=5us  tva3  

缽底(二)馱曩   努  嚩魯拏室 載嚩娑怛萬(三)尾瑟拏娑 怛萬 

mahe0vara. 

摩呬濕嚩囉(四) 

梵讚第十一  

"-nando  n2ga-r2jas tva3, skando-sen2-patis tath2, 

阿難睹    曩誐囉惹娑怛萬(一)  娑建度 細曩  缽底娑多他(二) 

vema- citra sur-indras tva3, br2hma 0akra tanas tath2. 

吠摩 唧怛囉 酥里捺囉娑怛萬(三) 婆摩設訖囉多那娑怛他(四) 

梵讚第十二  

Sarva devamayo v1ra,  sarva dev1 namas-k4ta,   

薩里嚩 禰嚩摩瑜 尾囉(一)薩里嚩 禰吠 曩摩塞訖里多(二) 

loka-dharma bal2titus tva3,  loke ca 2gra-pudgala. 

路迦 達里摩  摩羅底睹娑怛萬(三)路計 左 誐囉 補那誐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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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讚第十三  

Lok2grya loka-vid-agryatu j2ten23, pra-varo vara-bala  

路迦誐也 路迦 尾誐也睹(一)  惹帝喃  缽囉 嚩魯 嚩囉嚩囉(二) 

dur- ayana tr25a,   2-dh4=yo  m2ra-k2rma52m. 

努羅野曩  怛囉拏(三)阿度里沙瑜 摩囉  迦里彌赧(四) 

梵讚第十四  

Gambh1ra0 ca navanya0 ca  k2ry25a  mitra  sa3-panna,   

儼鼻囉室   左 曩嚩尼也室 左(一)迦羅也拏 彌怛囉  三播那(二) 

vi- nayas tva3 02la-m9rta0 ca  nara damyasu s2rathi. 

吠捺也娑 恒萬 舍羅也罕里多 左(三)曩囉  難摩也酥 娑囉體(四)  

 

梵讚第十五  

Mati m23  gati m230  ceva   buddhi  m230   ca    

摩底  曼   誐底 曼室   載嚩(一)  沒弟     曼室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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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ak=a5a   pu5ya va3 kalpa-m4k=a0   ca  bodhy-a{ga  

尾左乞叉拏(二)奔拏也  萬  羯羅波沒里乞叉室 左(三)冒地孕誐 

pu=pa-ma57ita. 

補澀波  曼尼多(四) 

梵讚第十六  

Vimukti-phala sa3-panna 2-0raya, sarva  dehin23   

尾目訖底 頗羅   三半曩(一) 阿娑囉野 薩里嚩  爹呬喃(二) 

mano- haro mano 'grya0 ca  anargho brahma-c2ri5am. 

摩努  賀魯   摩努  誐也室左(三)阿曩里具 沒囉憾摩 左里赧(四) 

梵讚第十七  

Ketu sattva3 graha  0re=6has,  tva3  4=abhi-muni   

計睹  娑怛萬  誐囉賀 室里瑟吒娑 怛萬(一) 里史鼻母尼 

pu3-gava yuva- r2ja-abhi=ikta, tva3  

布 誐嚩(二)曜嚩  囉惹  鼻史訖多 怛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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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0a-bh9m10varo pra-bhu. 

那舍  部彌濕嚩嚕  缽囉部(四) 

梵讚第十八  

S2rtha bahu-ga5a 0re=6ha nir-v25i  s9ttama de0aka, 

娑里他 嚩護誐拏   室里瑟吒 尼里嚩尼 所多摩   禰舍迦(二) 

kha sma madhya  kalpas  tva3  tvatte  jihv2 v1ri-vaca.  

佉  娑摩  摩地也   羯羅波娑怛萬(三)怛嚩帝 吉嚩喻里嚩左(四) 

(s9ttama-su- uttama ) 

梵讚第十九  

Tva3 cint2ma5i sattv2n2m, sarva 202  pari-p9raka.   

怛萬  進多摩尼    薩怛嚩喃(一)薩里嚩舍   波里布囉迦(二) 

Namo 'stute mah2-vidy2 sarva  bh9ta namas-k4ta. 

曩謨  窣睹帝摩賀尾迪也(三)薩里嚩 部多   曩摩塞 訖里多(四) 

轉譯自： (佛說文殊師利一百八名梵讚 ) (一卷)-宋-法天譯. (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20

卷密教部三-第 938 至 939 頁.藏經編號 No. 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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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咒是由馬來西亞蔡文端居士以羅馬拼音翻成（拼音字型：Sanserif Pali） 

與唐宋譯中文咒語對照則由台灣佛圓居士整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