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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量壽如來修觀行供養儀軌 

【 唐－不空三藏法師譯版 】 

淨三業真言(誦三遍) 

O3, svabh2va 0uddha  

唵  娑嚩婆嚩  修馱(一) 

sarva dharma  svabh2va 0uddho'ham. 

薩嚩  達磨(二) 娑嚩婆嚩   戍度  唅 

普禮真言(誦三遍) 

O3, sarva tath2gata  p2da vandan23 karomi. 

唵  薩嚩  怛他蘖跢(一)播那  滿娜曩  迦嚕弭(二) 

佛部三昧耶真言(誦三遍或七遍) 

O3, tath2gatod- bhav2ya  sv2h2. 

唵  怛他誐睹(一)納婆嚩耶 娑嚩賀 

蓮花部三昧耶真言(誦三遍或七遍) 

O3, padmod-bhav2ya  sv2h2. 

唵 跛那謨(一)納婆嚩耶 娑嚩賀(二) 

金剛部三昧耶真言(誦三遍或七遍) 

O3, vajrod-bhav2ya   sv2h2. 

唵  嚩日嚧納婆嚩耶(一)娑嚩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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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身真言(誦五遍) 

O3, vajr2gni      pra-d1pt2ya   sv2h2. 

唵  嚩日囉儗尼(一)缽囉捻跛跢野 娑嚩賀(二) 

結下方地界真言(誦三遍) 

O3, k1li  k1li    vajra  vajri-bh9ri   bandha bandha  

唵  枳里枳里(一)嚩日囉 嚩日哩步囉(二)滿馱  滿馱(三) 

h93 pha6. 

吽  發吒(四) 

結金剛牆界真言 

O3, s2ra  s2ra  vajra   pr2- k2ra  h93 pha6.  

唵  薩囉 薩囉(一)嚩日囉 缽囉 迦囉 吽  發吒(三) 

大虛空藏菩薩真言 

O3, gagana sa3-bhava vajra  ho`. 

唵  誐誐曩 三 婆嚩(一) 嚩日囉 斛(二) 

如來拳真言 

O3, bh9 kha3. 

唵   步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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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車輅真言 

O3, turu turu h9m. 

唵  睹嚕睹嚕 吽 

請車輅真言 

Namas traiyadhvik2n2m      tath2gat2n2m.  

曩莫  悉底哩耶(一)地尾迦南(二)怛他蘖跢南(三) 

O3, vajr2gna 2kar=aya  sv2h2. 

唵  嚩日朗儗孃迦囉灑耶 娑嚩賀  

迎請真言 

Om, 2lolik    ehyehi sv2h2. 

唵  阿嚧力迦 壹醯呬 娑嚩賀 

馬頭明王真言(誦三遍) 

Om, am4tod-bhava  h93 pha6 sv2h2. 

唵  阿蜜栗姤納婆嚩 吽  發吒 娑嚩賀 

金剛網界真言(誦三遍) 

O3, vi-sphura5a rak=a  vajra-pa#jara h93 pha6. 

唵  尾娑普囉捺 囉乞灑 嚩日囉半惹囉 吽 發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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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剛火院真言 

Om, asam2gni  h93 pha6.  

唵  阿三莽儗尼 吽  發吒 

獻閼伽真言(誦三遍) 

Nama` samanta buddh2n2m. Gagana samâsama sv2h2. 

曩莫    三滿多  沒馱喃(一)   誐誐曩   三摩糝麼 娑嚩賀 

蓮花座真言 

O3, kamala sv2h2. 

唵  迦麼攞 娑嚩賀 

廣大不空摩尼供養真言(誦三遍) 

Om, Amogha p9ja   ma5i padma vajre    tath2gata  

唵   阿謨伽 布惹(一)麼抳 缽納麼 嚩日隸(二)怛他蘖哆 

vilokite     samanta pra-sara h9m. 

尾路枳帝(三)三滿多  缽囉薩囉 吽(四) 

無量壽如來讚歎(誦三遍) 

Namo amit2bh2ya. Namo amit2yus.  Namo a-cintya  

曩謨  弭跢婆野(一)曩謨 弭跢庾曬(二)  曩謨曩進底野 

gu5a karâtmane.    Namo amit2bh2ya jinâyate mun1 

麌拏 迦囉答麼寧(三)曩謨   弭跢婆野  爾曩野帝 母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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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kh2vat13 y2mit2nu-  kampay2` sukh2vat13 kanaka 

素佉嚩底婬 夜彌多嚩弩 劍婆野  素佉縛底孕 迦曩迦 

vicitra k2nan23    mano-ram2m. Sugata su- tail2la3- 

尾唧 怛囉迦曩喃(六)麼弩囉曼    素蘖多 素   帶囉稜 

k4t23.    T2vâ0ray2ta` prathita  gu5asy2dhi-m2tr2` 

訖哩耽(七)哆嚩室囉夜答 缽囉體多  麌拏寫地  麼多(八) 

pra- y2mit23 maho-gu5a ratna  sa3-cay2m. 

缽囉 夜弭擔  麼護麌拏  囉怛曩 散  左琰(九) 

 

觀想 hr1` 字 

 

觀自在菩薩印： 

二手外相叉，二頭指相拄如蓮華葉形，二大指并豎即成。結印成已，

即誦觀自在菩薩真言加持自身四處，所謂心額喉頂。由結此印及誦真

言加持故，即自身等同觀自在菩薩而無有異。 

觀自在菩薩真言 

Om, vajra- dharma hr1`. 

唵  嚩日囉達磨  紇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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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量壽如來根本印： 

二手外相叉作拳，豎二中指，頭相拄如蓮華葉形即成。結印成已，誦

無量壽如來根本陀羅尼七遍，於頂上散印。 

無量壽如來根本陀羅尼(誦七遍) 

Namo ratna-tray2ya.     Nama 2rya Amit2bh2ya  

曩謨  囉怛曩怛囉夜耶(一)曩莫 阿哩野弭跢婆耶(二) 

Tath2gat2ya Arhate Samyak-sa3buddh2ya. Tadyath2, 

怛他蘗跢夜  囉賀帝   三藐  三沒馱耶(三)  怛侄也他(四) 

om, am4te,     am4tod-bhave,    am4ta-sa3bhave, 

唵 阿蜜栗帝(五)阿蜜栗妒納婆吠(六)阿蜜栗多三婆吠(七) 

am4ta-garbhe,    am4ta-siddhe,  am4ta-  teje,    

阿蜜栗多蘖陛(八)阿蜜栗多悉第爹 阿蜜栗多帝際(十) 

am4ta   vi-kr2nte,    am4ta     vi-kr2nta gamini, 

阿蜜栗多尾訖磷帝(十一)阿蜜栗多 尾訖磷多誐弭寧(十二) 

am4ta   gagana  k1rti-kare,     am4ta  dundubhi- 

阿蜜栗多 誐誐曩 吉底迦隸(十三)阿蜜栗多 嫩努批 

svare    sarv2rtha-s2dhane.   Sarva karma-kle0a 

娑嚩隸(十四)薩縛囉他娑馱寧(十五)薩縛  羯磨訖禮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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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a3-kare sv2h2. 

乞灑孕 迦隸 娑縛賀 

此無量壽如來陀羅尼，纔誦一遍，即滅身中十惡四重五無間罪，一切

業障悉皆消滅。若苾芻苾芻尼犯根本罪，誦七遍已，即時還得戒品清

淨。誦滿一萬遍，獲得不廢忘菩提心三摩地。菩提心顯現身中，皎潔

圓明猶如淨月。臨命終時，見無量壽如來與無量俱底菩薩眾圍遶來迎

行者，安慰身心，即生極樂世界，上品上生，證菩薩位。 

千轉念珠真言(誦七遍) 

O3, vajra  guhya  j2pa samaye h9m. 

唵 縛日囉 獄呬耶  惹跛 三麼曳 吽 

無量壽如來心真言 

唵  路計濕嚩囉 囉惹 訖哩 

O3, am4ta-   teje  h2ra h9m. 

唵  阿蜜栗多 帝接 賀囉 吽 

無量壽如來發願陀羅尼 

迦哩迦噌沙迦哩多儞也儞魯計(一)摩以儞針多睹(二)尾母唧

旦都魯迦(三)麼麼左素左哩帝曩(四)薩縛怛縛跛囉麼素契曩

(五)素佉縛底孕缽囉演睹 

此真言誦十萬遍滿，得見阿彌陀如來，命終決定得生極樂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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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譯自：《無量壽如來修觀行供養儀軌》(一卷)－唐－不空三藏法師譯。《佛教

大藏經》第五十二冊密教部一第八五三至八六零頁。藏經編號 一二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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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