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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迦柅忿怒金剛童子菩薩成就儀軌經 卷上 

唐－不空三藏法師譯 

聖迦柅忿怒金剛童子菩薩根本真言 

Namo ratna-tray2ya.    Nama0 ca57a Vajrap25aye 

曩謨 囉怛曩怛囉夜野(一)曩莫室  戰拏 嚩日囉播拏曳(二) 

mah2yak=a-sen2-pataye.  Tadyath2,  o3,  Ka5i dh9ni 

摩訶藥乞灑 細曩 缽多曳(三)怛侄也他(四)唵(五)迦抳 度尼 (六) 

h93 pha6 sv2h2. 

吽  癹吒 娑嚩賀(七) 

聖迦柅忿怒金剛童子菩薩第二根本真言 

Namo ratna-tray2ya.    Nama0 ca57a Vajrap25aye  

曩謨 囉怛曩怛囉夜野(一)曩莫室 戰拏  嚩日囉播拏曳(二)  

mah2yak=a-sen2-pataye. Tadyath2,  o3,  dh9na vi-dh9na  

摩訶藥乞灑細曩缽多曳(三)怛侄也他(四)唵(五)度曩  尾度曩(六) 

Ka5i-krodha   sarva yantr25i h93. 

迦抳 矩嚕馱(七)薩嚩 演怛囉抳 吽(八) 

護身真言 

O3, sarva du=6a va0i3-kara, Ka5i-krodha rak=a rak=a m23 sv2h2. 

唵(一)薩嚩努瑟吒嚩向羯囉(二)迦抳矩嚕馱(三) 囉乞灑曼娑嚩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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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冑真言 

O3,  hr1` Ka5i yama  daha h93 pha6 sv2h2. 

唵(一)紇哩 迦抳野摩(二)諾賀 吽  癹吒 娑嚩賀(三)  

寶山真言 

Om,  acala h9m. 

唵(一)阿佐羅 吽(二) 

結牆界真言 

O3, hr1` Ka5i daha daha paca paca h93 pha6. 

唵(一)紇哩迦泥(二)諾賀諾賀(三)缽者缽者(四)吽(五)癹吒(六) 

結網真言 

O3,  vajra-  pa#jara h93 pha6. 

唵(一) 嚩日囉 半惹囉 吽  癹吒(二) 

縛毘那夜迦真言 

O3,  dh9na vi-dh9na tr2saya    0o=aya   sarva vin2yak2n2m 

唵(一) 度曩   尾度曩 怛囉娑野(二)戍灑野(三)薩嚩尾曩野迦南(四) 

h93  sv2h2. 

吽(五)娑嚩賀(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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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請聖者真言 

O3,  dh9ni bhagavan Ka5i-krodha ehyehi h93 pha6. 

唵(一)度尼                                  癹吒(二) 

迎請聖者眷屬真言 

O3,  sa-pariv2ram 2v2haya  bhagavan Ka5i-krodha  

唵(一)娑跛哩嚩囉(二)麼嚩賀野 婆誐萬(三) 迦抳矩嚕馱(四) 

samayam anu-smara sv2h2 

三麼野麼 弩娑摩囉  娑嚩賀(五) 

獻閼伽真言 

O3,  vajrodaka h9m. 

唵(一)嚩日嚕娜迦 吽(二) 

獻座真言 

O3,  vajra-v1r2ya    sv2h2. 

唵(一)嚩日囉尾囉野(二)娑嚩賀(三) 

獻塗香真言 

O3,  Ka5i-krodha sarva sattva     bhaya3-kara    rak=a 

唵(一)迦抳矩嚕馱(二)薩嚩 薩怛嚩 娑         羯囉(三)囉乞灑 

rak=a,  sarva gandh2ni sv2h2. 

囉乞灑 薩嚩   產馱尼  娑嚩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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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花真言 

O3,  Ka5i pu=pam ud-bhava h9m. 

唵(一)迦抳 捕澀波母納婆嚩   吽(二) 

燒香真言 

O3,  Ka5i-krodha  ugra-  da3=6rot-ka6a  bhairava  g4h5a 

唵(一)迦抳矩嚕馱(二)塢孽囉 能瑟吒嚕得羯吒 佩囉嚩(三)孽囉恨拏 

g4h5a    dh9pa3 sv2h2.  

孽囉恨拏(四)度奔  娑嚩賀(五) 

獻食真言 

Om,  Ka5i  h93 h93 sv2h2. 

唵(一)迦抳(二)吽 吽(三) 娑嚩賀(四) 

獻燈真言 

Om,  Ka5i d1pa d1paya  h93  pha6 sv2h2. 

唵(一)迦抳 迪跛 迪跛野(二)吽(三)癹吒娑嚩賀(四) 

頭真言 

Om, h93 h93 mama pha6. 

唵(一)吽 吽(二)麼麼  癹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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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真言 

Om,  hr1`  ca57a Ka5i daha paca  h93  pha6  sv2h2. 

唵(一)紇哩(二)戰拏迦抳(三)諾賀缽者(四)吽(五)癹吒 娑嚩賀(六) 

心真言 

Om,  Ka5i h93 pha6. 

唵(一)迦尼  吽 癹吒(二) 

隨心真言 

Om,  Ka5i dh9ma h93 pha6. 

唵(一)迦尼 度麼(二)吽(三)癹吒(四) 

奉送聖者真言 

Om,  Ka5i sv2h2. 

唵(一)迦抳 娑嚩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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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迦柅忿怒金剛童子菩薩成就儀軌經 卷下 

加持所成就物真言 

Om, Ka5i-krodha   sarva sattv2 bhaya3-kara  ak=a  rak=a,  

唵(一)迦抳矩嚕馱(二)薩嚩 薩怛嚩  婆孕 羯囉(三)囉乞灑囉乞灑(四) 

sarva  dravy25i  sv2h2. 

薩嚩 捺囉尾野抳 娑嚩賀(五) 

澡洗真言 

Om,  Ka5i-krodha sarva      sattv2 bhaya pra-dhar=a5a-kare 

唵(一)迦抳矩嚕囉拽蹉 

siddhi3 me pra-yaccha sv2h2. 

娑嚩賀(二) 

道場掃地真言 

O3,  Ka5i m2raya  h9m. 

唵(一)迦抳 麼囉野(二)吽(三) 

難調者真言 

O3,  Ka5i 0o=aya sarva du=623 bandhaya bandhaya hu3 pha6. 

唵(一)迦抳戍灑野(二)薩縛努瑟燄(三)滿馱野滿馱野(四) 吽(五)癹吒(六) 

 

轉譯自：《聖迦柅忿怒金剛童子菩薩成就儀軌經》（三卷）－唐－不空三藏法師譯。《大

正新修大藏經》第二十一卷密教部四第一零二至一一八頁。 

藏經編號 No: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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