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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那佛母大明王教法之一 

唐山少林禪寺 總持佛母準提菩薩摩訶薩陀羅尼法 
                                        佛乾金剛阿闍黎 傳授 

佛圓金剛阿闍黎 傳授 

佛淨金剛阿闍黎 教授   

 

敬告：密法之觀想、咒音、手印應經傳法上師親授，請勿自

行修學。密授手印結契印時，以衣覆手勿令人見之。 

 

                              學法者法號： 

 

普禮真言：嗡  巴日囉二合  勿。 金剛合掌。 

 

淨三業真言： 

嗡 司瓦拔瓦 修達耶 沙爾瓦 達爾麼 司瓦拔瓦  

O3, svabh2va 0uddha  sarva  dharma  svabh2va 

修達耶 罕。 金剛合掌誦五遍，同時印五處。 

0uddho'ham. 

 

披甲真言：嗡  巴日蘭惹哩。  金剛合掌七稱印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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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準提神咒 ：結第一根本手印 

拿莫   颯多南引  三藐三沒馱引      俱引祇南引  

namah  saptānām / samyaksambuddha / kotīnām / 

怛你也二合他引 嗡 者禮 主禮 準提 司挖二合、引賀引。  

tad yathā /     om cale  cule / cunde  svāhā // 

第一根本印即五鈷金剛杵手印。獨豎二火指，側配以二風

指成之。 

 

2. 菩提心戒真言：金剛合掌 

嗡  沒引地止多 母怛 跛二合、引娜野弭。 

om  bodhicitta  pāda / pādyame // 

轉成內縛印，置於心口，誦咒畢，於心口向左右展散開手

印。 ﹙嗡 三昧耶 薩達 梵﹚ 

 

3. 佛母心真言：結準提別印 

  嗡 迦麼黎 尾麼黎 準泥  司挖二合、引賀引。 

om kamali  bimali / cunti  svāhā // 

兩手成拳，拳心相靠，唯二火指伸直相拄；另兩手外縛或

內縛均可，唯直豎風、空二指，即第二根本印。印身五處，

用以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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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佛部三摩耶印：佛部蓮花印 

嗡  怛他引孽都 納婆二合 瓦引野 司挖二合、引賀引。 

om  tathāgato   dbhavaye       svāhā // 

  蓮花合掌，二風指屈附於二火指背中節，二空指依附二風

指側，餘微屈相拄。 

 

5. 蓮花部三摩耶印：八葉蓮花印 

  嗡  跛娜謨二合、引 納婆二合 瓦引野 司挖二合、引賀引。 

  om  padmo       dbhavaye       svāhā // 

  二地指與二空指相靠，餘散開微屈，成八葉蓮花開敷掌印。 

 

6. 金剛三摩耶印：三鈷金剛杵交掌印 

  嗡   縛日嚧二合 納婆二合 瓦引野 司挖二合、引賀引。 

  om   bajro      dbhavaye       svāhā // 

  掌背左覆右仰相合，二地指、二空指相叉，中間三指如三

鈷杵形成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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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天真言：地結印 

  曩莫   三漫多   沒馱引南引    畢哩二合體他以反微曳二合  

namah  samanta  buddhānam /  prtibhya 

司挖二合、引賀引。 

   svāhā // 

二地指相拄，以左水、火指壓右水、火指上，次風、空二

指相拄，空指甲端朝下，以空指甲側向下觸地三次。 

﹙觀想下至金剛輪際成金剛不壞界，大力諸魔不能搖動。

少施功力或大成就，地中所有穢物，由加持力故，悉皆清

淨，其界隨心大小即成。嗡 枳里 枳里 巴加拉 巴加哩 布

拉 滿達 滿達吽 發吒﹚ 

 

8. 地界橛真言：方結印 

嗡  準你你  枳邏野  司挖二合、引賀引。 

  om  cunnini  cilaye   svāhā // 

  形如前印，但二空指附著二風指側而張開，向行者右繞三

次咒三遍。﹙觀想從印中寶口流出熾焰，以印右繞身三匝，

前之地界即成金剛堅固之城，諸魔惡人虎狼獅子及諸毒蟲

不能接近。嗡 薩拉 薩拉 巴加拉 缽拉嘎拉 吽 發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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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虛空藏菩薩真言：虛空藏印 

嗡   嘎嘎曩  三婆瓦    巴日囉二合 斛引。 

  om  gagana   sambhava  bajra      ho // 

  合掌，二火指相叉，二風指相拄，成三角寶形。﹙觀想從

印中寶口流出無量諸供養具衣服、飲食、宮殿、樓閣等。﹚ 

   

10. 無能勝菩薩印真言：結印 

  曩莫   三漫多   沒馱引南引    嗡  戶魯  戶魯 

namah  samanta  buddhanam /  om  hulu  hulu 

戰孥里麼引蹬耆  司挖二合、引賀引。 

  candrimatangi     svāhā //﹙此咒只宜誦三遍﹚ 

 

第一式：左手在外右手在內，兩手心皆向內，曲水、火、

風三指，左拇指與右小指相觸，右拇指與左小指

相觸。﹙此式為佛堂作法時用﹚ 

 

第二式：左手心向上右手心向下，各水、火、風三指按掌

心，各拇指與小指尖相觸。﹙此式出外時用﹚ 

善來諸天護法一切聖眾慈悲而住！ 

惡神魔軍邪眾隨咒遠走無害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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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咒破邪法，消除魔障、護胎障、去鬼魅、避猛獸等神 

效無等。 

 

11. 寶車輅印真言：結印 

嗡 睹嚕   睹嚕  吽引。 

  om dhuru  dhuru  hum // 

  二手仰，二地、二水、二火相叉，二風側相拄，二空捻二

火下節後，二空指向外撥三次。﹙觀想成七寶莊嚴之車輅，

四周火焰圍繞，請總持佛母及無量聖眾乘此車輅。嗡 督

嚕 督嚕 吽﹚ 

 

12. 請車輅印真言：結印 

曩莫 悉底哩二合野 地尾二合迦南引 怛他引孽多引南  嗡 

namas traiya/       dipikana/      tathāgātanām/   om 

縛日 朗二合 擬伽以反羯哩灑二合也 司挖二合、引賀引。 

bajram      enyā   kārsaya      svāhā // 

  如前印，而空指在火指撥入三次。﹙咒三次：拿摩悉地哩

耶地尾 嘎南 達他嘎達南 嗡 巴加拉 尼你耶 嘎拉灑耶  

司挖哈。觀想阿迦尼吒瑟天宮中比盧遮那如來十地菩薩圍

繞集會中，請准提佛母聖者乘七寶莊嚴車輅，車輅上有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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蓮花座，座上有如所禱像形，如在目前來至道場住虛空

中。﹚ 

 

13. 請本尊印真言：內縛印式 

  嗡 者禮 主禮 準泥 翳醯曳泗二合 婆嘎瓦底 

  om cali  culi  cunti  ehy ahe     bhagavati 

司挖二合、引賀引。 

svāhā // 

  內縛掌印，二空指伸直，鉤召三次後，全合。或准前第一

根本印，以二大指來去，招之三度即成。﹙嗡 字曩字嘎 曳

係醯泗 司挖哈。本尊不捨悲願降臨此三摩地所成淨土，

並印證無量俱祇聖眾功德。﹚ 

 

14. 牆界印真言：結界印 

  嗡   準你 寧缽囉二合迦囉耶  司挖二合、引賀引。 

om  cunti  niprakaraya       svāhā // 

  兩拳背合，二地指相懸勾，二風指伸展逆三轉咒明一遍，

順三轉咒明一遍，四處加持咒明一遍。﹙左轉三匝辟除一

切諸魔；右轉三匝即成堅固火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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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上方網界印真言：金剛網印 

  嗡   準你 寧半惹囉 司挖二合、引賀引。 

  om  cundi  nibajra   svāhā // 

  如方結印，二空指傍著二風指，覆印順三轉，咒三遍。﹙由

此加持力故，上方覆以堅固之網，乃至他化自在諸天皆不

能障難，行者身心安樂，三摩地易得成就。﹚ 

 

16. 火院密縫印真言：火院印 

  嗡  阿三莽擬伽以反你 吽引   發吒半音。 

  om  asamaini        hūm   phat// 

  以右手四指背掩貼左手四指面，二空指伸開，順三轉咒明

三遍。﹙觀想從印流出無量光焰，右轉三匝即金剛牆外便

有火焰圍繞，即成清淨之火界火院。﹚ 

 

17. 閼伽印真言：獻閼伽印 

  嗡 者禮 主禮 準泥  遏鉗  缽羅二合底磋 婆嘎瓦底  

  om cali  culi  cundi  agam  pratīccha    bhagavati 

司挖二合、引賀引。 

   svāhā // 

  以右手火、空兩指取七寶閼伽器，於香爐上薰三遍；次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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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花印，風、空指相捻，餘三指伸直。將器移至左掌心

上，右手結吉祥印，以咒加持三遍。次兩手成吉祥印，掌

側相貼，咒明一遍。﹙以本清淨水，洗諸佛聖眾無垢雙足。

由獻閼伽香水故，令行者三業清淨，洗除一切煩惱罪垢。﹚ 

 

18. 蓮花座印真言：即八葉蓮花印 

  嗡 迦麼邏 司挖二合、引賀引， 

  om kamala  svāhā // 

  准前第一根本印，以二大拇指向身開豎之即成。 

 

19. 香浴水印真言：加持香水吉祥印 

  嗡  者   司挖二合、引賀引。 

  om  jah  svāhā // 

右水指屈曲以空指按住水指指甲端，即吉祥印，又稱小三

鈷杵印。﹙嗡 阿蜜利爹 吽 發吒﹚ 

 

20. 塗香印真言：結印 

  嗡  禮 司挖二合、引賀引。 

  om  li  svāhā // 

  准前第一根本印，以二大拇指博著右頭指下節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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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花鬘、燒香真言：結印 

  嗡  主 司挖二合、引賀引。 

  om  cu  svāhā // 

  嗡  禮 司挖二合、引賀引。 

  om  li  svāhā // 

  准前第一根本印，以二大拇指安著左頭指下節側即成。 

  准前第一根本印，屈右頭指捻二大拇指即成。 

 

22. 飲食印真言：結印 

  嗡  準   司挖二合、引賀引。 

  om  cun  svāhā // 

  吉祥印逆順各三遍加持之。准前第一根本印，以左頭指捻

二大指頭即成。 

 

23. 燈印真言：結印 

  嗡  泥  司挖二合、引賀引。 

  om  ni  svāhā // 

  准前第一根本印，以二頭指各捻二大拇指頭即成。或右空

指押地水甲，豎火指，屈風指著火指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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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奉送真言：撥遣結印 

  嗡  者禮 主禮 準泥  孽車  孽車  婆嘎瓦底 

  om  cali  culi  cunti  bista  bista  bhagavati / 

  巴瓦 巴瓦南    布娜囉嘎麼那野  司挖二合、引賀引。 

  bhava bhavanām  punarakamanaye  svāhā // 

火院、金剛網、結界、方結、地結諸印明如前，咒一遍左

轉即成解界，唯地結印向上舉。 

撥遣時，取花片一葉夾左右中指結撥遣印﹙外縛二火豎直

且夾花瓣上舉，誦真言：嗡 巴加拉 目乞叉穆。至穆字印

移前，指尖向外，後以右手取花片置壇上。﹚ 

或結前車輅印送真言，再結前之迎請印，以大拇指向外三

度開，即成送聖者還本宮。 

 

25. 加持念珠真言：結印 

  嗡  尾嚧引遮那引麼羅  司挖二合、引賀引。 

om  bairocanamala     svāhā // 

  以二手二大拇指及二無名指各捻珠上，兩手相去一寸許，

餘指散開微屈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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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息災護摩真言：結息災法手印 

  嗡 者禮 主禮 準泥令  扇底  矩嚕  司挖二合、引賀引。 

om cali  culi  cunti   śantim  kuru   svāhā //  

  先以左押右成金剛合掌手印，二水指內縛，豎二地指、二

火指各相拄，二風指外開成印。 

 

27. 增益護摩真言：結增益法手印 

  嗡 者禮 主禮 準泥令 布瑟微二合矩嚕  司挖二合、引賀引。 

om cali  culi  cunti   pustim    kuru  svāhā // 

  先以左押右成金剛合掌手印，二水指內縛，豎二地指、 

二火指，二風指附於二火指側成印。 

 

28. 攝召護摩真言：結敬愛、鉤召法手印 

嗡 者禮 主禮 準泥令 瓦夏目二合矩嚕  司挖二合、引賀引。 

  om cali  culi  cunti   vaśam    kuru   svāhā // 

敬愛手印：先空心合掌，二水指內縛，二地指、二火指、

二風指指頭相拄，左空指押右空指成印。 

  鉤召手印：如息災手印，唯二風指微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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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降伏護摩真言： 

吽   者禮 主禮 準泥令  跛囉喃伽多野 吽   發吒。 

hūm  cali  culi  cunti   pranankataye  hūm  phat // 

  先以左押右成金剛合掌手印，二水指內縛，豎二地指、二

火指，二風指附於二火指背成印。 

 

30. 讚嘆：結印 

   阿瓦怛囉 左睹囉娜二合舍囉馱二合 娑麼二合囉哩 補句致 

  avadāra /  cadurnapratha /        smarali      bhukuti / 

缽囉二合孥麼跛娜  尾泗帝 阿者禮 怛剌娑哩素你   

  pranamapana       bihedi  acali /  trasarisuni   

祖禮悉  剔思耶 準泥   薩囉二合悶底南引  婆瓦捨麼你 

  curisi    tisya /  cundi  saramuntinām /    bāvasamani / 

司瓦二合、引罕引  帝薩跛囉二合孥吠  怛你也二合他引 

sarvaham        tispharanāmbhyah  tad yathā / 

訖灑二合囉引孥蘗帝  阿尾你  多薩 怛瓦二合 

ksisaranagati /       abini    dasa  daba / 

娜麼寧囉二合枲  那路引迦怛囉二合野引   

namanipraya /    nalokatray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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囉他二合迦俐囉訖多二合、引 

lathakariraksita / 

囉尾二合、引那戌引鼻寧播引怛囉二合   

labiyumnasubinipatra / 

迦鐸訖使二合寧  娑普二合砧  悉體二合   

kalanaksisini /    sphutam    siddhi / 

怛瓦二合、引進底多  麼囉貪二合、去   

davacintidha        maladham / 

巴剌瑟砧二合李  佉惹曩寧慈以反，下同那  你薩帝知曳反 

praśtamlik        kacanām              nisati / 

巴剌瑟砧二合李  佉惹曩寧慈以反，下同那  

praśtamlik        kacanām 

尼密那你薩帝知曳反曩    跛囉二合庫舞二合地利剌施卡 

niminānisatinam /         prakhurtriuraśik 

囉始黎野薩怛梵    囉弭焰二合、引惹閉怛 

rasriyastvam /       rañjabyada 

穆尼   穆尼   瓦日哩二合擔   枳邏馱淰二合 

muni  muni    bajridan       caradamiyam / 

 

 



 15

素囉哩補婆瓦南  跛囉二合吠捨野底 

suraribupavanām  prapiśayati / 

阿引哩野二合瓦路引枳帝   皤悉剔底諾僧捨間 

ayamriyavalokiti /         pahitidicasanśayam /       

薩怛多惹  播引多引半音呼、多諾反曩  悉底二合查畢提怎 

sadadaca   bādadanam /            sidhitabiticim 

咨納鴉二合薩怛梵三合、引   曩那悉拔羯底二合比藥二合       

cinyasatvanān /            nanasibakatibhyoh 

壹底  娑迦羅  播引跛曩引舍寧   婆嘎瓦底 

iti     sakara   pabanaśani /      bhagavati / 

跛恥  多麼引   怛囉二合悉地 迦哩 

paksi  dharma  darasiddhi    kali / 

布囉野麼努引囉貪冥枲   娜底曩怛梵二合 

prayamanuradhamisti /    tatinamtavam / 

娑麼二合覽  迦室子二合多半音 

smaram     kaścita /  

婆嘎瓦底  準泥   達喇尼薩都  答喇薩嘛把達。 

bhagavati  cunti /  dharanisatu /  trasamapā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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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辟除一切天魔惡鬼神等妙言：結印 

  嗡 俱嚕 憚那 吽 惹。    

  先以右手中指、無名指、小指及大拇指，握左手中指以下

三指，次以左大拇指按左中指以下三指甲上，為合拳，以

二頭指頭相著即成。﹙誦一遍以印右繞身一匝，如此三度

作即是。﹚ 

32. 准提九字佈身法： 

以二中指二無名指向內相叉，二大拇指二頭指二小指並直

豎相著即成。﹙觀想自身若釋迦牟尼如來，三十二相、八

十種好，紫磨金色圓滿身光，想已以印處頭上布嗡字、觸

眼中布者字，一一依字次第，乃至兩足皆以印契觸布之。﹚ 

“嗡”字想安頭上，其色白如月，放於無量光，即同佛摩頂，除滅一切障。  

“者”字想安兩目，其色如日月，為照諸愚暗，能發深慧明。 

“禮”字想安頸上，其色白如紺琉璃，能顯諸色相，見具如來智。  

“主”字想安心上，其色如皎素，猶如心清淨，速達菩提路。 

“禮”字想安兩肩，其色黃如金，猶觀是色相，能披精進甲。  

“準”字想安臍，其色妙黃白，速令登道場，不退菩提故。 

“提”字想安兩髀﹙股﹚，其色如淺黃，速證菩提道，得坐金剛座。  

“司挖”字想安兩脛﹙小腿﹚，其色作赤黃，常能想是字，速得轉法輪。 

“賀”字想安兩足上，其色如滿月，行者作是想，速得達圓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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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皈依七如來真言： 

皈依世尊     寶勝如來 

拿摩 巴嘎瓦爹  囉怛訥耶尸卡耶 達他嘎達耶 

Namo Bhagavate Ratna-0ikhaye Tath2gat2ya//. 

 

    皈依世尊  離怖畏如來 

拿摩 巴嘎瓦爹 阿罷央卡拉耶  達他嘎達耶 

namo bhagavate abhayam-karāya  tathāgatāya// 

 

  皈依世尊  廣博身如來  亦即 開咽喉真言(誦三遍) 

拿摩 巴嘎瓦爹 月補辣嘎德囉耶 達他嘎達耶 

namo bhagavate  vipula-gātrāya   tathāgatāya// 

 

皈依世尊  妙色身如來 

拿摩 巴嘎瓦爹 素嚕巴耶 達他嘎達耶 

namo bhagavate surūpāya  tathāgatāya// 

 

皈依世尊  多寶如來 

拿摩 巴嘎瓦爹  波虎   囉怛訥耶  達他嘎達耶 

namo bhagavate  prabhūta-ratnāya    tathāgatā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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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世尊  甘露王如來 

拿摩 巴嘎瓦爹 阿彌哩它拉加耶 達他嘎達耶 

namo bhagavate  amrtā-rājāya    tathāgatāya// 

 

皈依世尊  廣大威德自在光明如來 

拿摩 巴嘎瓦爹 盧迦 委斯第令內 地既說啦 不啦巴耶  

namo bhagavate  loka-  vist1r5a-   teje0vara-  prabhāya 

達他嘎達耶 

tathāgatāya // 

34. 加持飲食真言： 

  namah sarva- tathāgatāvalokite om sambhara  

sambhara hūm// 

 

35. 蒙甘露法味真言： 

  namah surūpāya tathāgatāya tad yathā om sru sru prasru 

prasru svāhā // 

 

36. 一字水輪真言： 

   namah samanta-buddhānām vam//﹙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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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皈依遍滿大地救度眾生如來 

   namo bhū-pūri kāri tathāgatāya//  

 

38. 皈依遍滿大地救度眾生精進如來 

   om bhū-pūteri kāri tathāgatāya// 

 

39. 甘露乳海真言 

Namo samanta buddh2n2m. Vam. 

 

40. 普供養真言 

O3, gagana sa3-bhava vajra ho`. 

 

41. 金剛解脫真言(誦七遍) 

O3, vajra-mok=a mu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