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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 胜 佛 母 广 咒  佛圆金刚阿阇黎  传授 
 

OM. BHA LUM﹙BHRUM﹚         SVAHA 

唵  普隆 ﹙勃噜唵、部喽应﹚  娑诃 

圣句     破有、除垢、无我    疾成 

OM.  NA MO.  BHAGAVADHE  (1)  SARVA. TRAI LOKYA.   PRADHI 

嗡   南 谟   拔噶瓦迭         萨尔瓦 答惹也 洛嘎雅  巴惹底 

     归敬    有福德者         一切   三    世      尊敬  

VISIS   TAYA. (2)  BUDDHAYA. DHENAMAH.(3)  TADYATHA. (4) 

比涉思   查雅       达卜 雅    纳迭 嘛        答笛雅塔 

最殊胜           顶礼大觉者前﹙信从﹚       即说咒曰  

OM. BHA LUM. BHA LUM. BHA LUM.(5)  SUDHAYA. SUDHAYA. (6) 

嗡  普  隆   普  隆   普  隆       勺達雅   勺達雅 

    ﹙種子字 成咒祝力﹚            清淨     清淨 

VISUDHAYA. VISUDHAYA. (7)  ASAMA. (8)  SAMANDHA. (9) 

比勺达雅   比勺达雅        阿萨嘛      萨曼答 

净除       净除           受持者        普遍 平等 

AVABHASA. SPHARANA GADEI. (10). GAGANA. SOBHAWA.  

萨阿瓦拔   纳思葩惹  噶底        纳噶噶   娑拔瓦 

照耀      舒遍     虚空﹙去﹚       其义甚深  自性 

VISUDHE. (11)  ABHISIMJADUMA. (12)  SARVA. TATHAGATA. 

比秫得         满阿比辛匝睹          萨尔瓦  答塔噶答 

清净            灌顶我等               一切    如来 

SUGADA. (13)  VARAVAJANA. (14)  AMRI   DA. (15) ABHISAIKAI.  

苏噶答        纳拔惹拔匝        阿蜜惹以 答      阿比涉葛惹 

善逝          殊胜言教         不死甘露        灌顶 

MAHAMUDRE. (16)  MANTRA. PADAI. (17)  AHARA. (18) 

嘛哈穆答惹         曼答惹   巴得         阿哈惹 

大印            解脱法身真言句        唯愿摄受 

AHARA. (19)  MAMA.    AYURSIDHARANI. (20)  SUDDHAYA. 

阿哈惹       嘛嘛     阿由尔 达悉 惹呢       达勺 雅 

唯愿摄受  我所﹙自称﹚寿命坚住康健         清净 

SUDDHAYA. (21) VISUDDHAYA. VISUDDHAYA (22) GAGANA. 

达勺 雅         达比勺 雅    达比勺 雅        纳噶噶  

清净           净除        净除            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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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BAVA. VISUDHE. (23) USNISA.  VIJAYA. (24)  PARI   SUDHE.(25) 

娑拔瓦  比秫得        乌思尼卡 杂比 雅        巴惹以 秫得 

如虚空清静            佛顶    尊胜           普遍清净 

SAHA. SARARASMI. SAMJUDIDHE. (26) SARVA. TATHAGATA. (27) 

萨哈  萨惹惹思蜜  桑袓㆞迭         萨尔瓦 答塔噶答 

千光明            普皆震动        一切  如来 

AVARUGARNI.（28）SAT PARAMIDA. PARI. PURANI.(29) 

阿瓦洛嘎以呢     沙匝巴惹蜜答  巴惹以 卜惹呢 

睹               六度          皆      圆满 

SARVA. TATHAGATA. (30) MATIDASAPUMI. PRATISTRIDHE. (31) 

萨尔瓦  答塔噶答        达嘛底 沙卜蜜  巴惹底思岂底 

一切  如来             祈祷十地      安住 

SARVA. TATHAGATA. (32) HRI  DAYA (33)  ADHISTRANA.  

萨尔瓦  答塔噶答      哈惹以 达雅       阿㆞思 纳叉  

一切  如来            心    能         能加持 

AHDISTRIDHE  (34)  MUDRE.  MUDRE. (35)  MAHAMUDRE. (36). 

阿㆞思岂底         穆答惹也 穆答惹也       嘛哈穆底惹以 

所加持             印      印           大印 

VAJRAGAYA. (37)  SAMHATANA. (38) PARISUTE. (39)  SARVA. GARMA. 

杂拔 尔嘎雅       纳桑哈答        巴惹以秫得       萨尔瓦  嘎尔嘛 

金刚钩锁身清净   不毁           普遍清净        一切所做事业 

AVARANA.  VISUTE. (40) PARATENI  VARTAYA  (41) MAMA. ARU.VISUTE 

纳阿瓦惹   比秫 得      巴惹底呢   哇尔答雅      嘛嘛  阿由尔比秫得 

空间﹙不愿事得清净﹚   寿命清净   转                 寿命清净 

(42) SARVA TATHAGATA. (43)  SAMARYA. ADHISTRANA   

萨尔瓦 答塔噶答        萨嘛雅   阿㆞思 纳叉  

一切   如来            誓愿     能加持 

ADHISTRITE.  (44) OM. MANI. MANI.  (45)  MAHAMANI. (46) 

阿㆞思 岂 底       嗡  穆呢 穆呢          嘛哈穆呢 

所加持所加被        法宝 法宝﹙离垢离垢﹚ 大法宝﹙最胜寂默﹚ 

VIMONI. VIMONI. (47) MAHAVIMONI. (48)  MADHI. MADHI.  (49) 

比穆呢  比穆呢       嘛哈比穆呢        嘛底   嘛底 

﹙最胜寂默﹚         ﹙最胜寂默﹚      智     智 

MAHAMADHI. (50)  MAMADHI.  (51)  SUMADHI.  (52)  

嘛哈嘛底         嘛嘛底          苏嘛底 

大智慧           智慧            妙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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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HAGATA. (53) BUDHAKODHI.  PARISUDHE.  (54) VISPHOTA. (55) 

答塔噶答        钩卜答 哳     巴惹以秫得       比思蒲查 

如来大身      真实百亿丈夫身 遍满清净         开现摧碎 

BUDHESUDHE. (56)  HAHA. JAYA. JAJA  (57) VIJAYA. VIJAYA  (58) 

卜得秫得        哈也哈也 杂雅  杂雅       杂比 雅  杂比 雅 

觉  净      ﹙呼声﹚ 摧破﹙胜﹚摧破﹙胜﹚最胜    最胜 

S'MRA. S'MRA .  (59) SPARA. SPARA. (60)    SPARAYA.    SPARAYA. (61) 

思嘛惹 思嘛惹       思葩惹 思葩惹          思葩惹雅    思葩惹雅 

持念   思维    遍满﹙称心﹚遍满﹙称心﹚ 周遍﹙真正称心﹚周遍﹙真正称心﹚ 

SARVA. BUDDHA. (62) ADHISTRANA. ADHISTRIDHE. (63) SUDHE. 

萨尔瓦 达卜          阿㆞思 纳叉    阿㆞思岂底         秫得 

一切    佛          加持清净    所加持            成就 

SUDHE. (64)  BUDHE. BUDHE.  (65)  VAJRI. VAJRI.  (66)  

秫得         卜得   卜得        杂拔 惹以 杂拔 惹以 

成就         觉道   觉道        金刚女   金刚女 

MAHAVAJRI. (67)  SUBAJARA.  (68).  VAJRAR. GARBHE.  (69)  

杂嘛哈拔 惹也      苏 杂巴 惹也        杂拔 尔   噶尔 陛 

大金刚女         圣妙金刚女        金刚    藏 

JAYA. GARBHE.  (70). VIJARYA. GARBHE.  (71)  VAJRA. JOLAR.  

杂雅  噶尔陛         杂比 雅    噶尔陛         杂拔 尔  ㊧拉 

胜藏                尊胜藏                   金刚    行者 

GARBHE  (72)  VAJRARU. DHAVAVE.  (73)  VAJRA. SAMBHAVE.  (74)   

噶尔陛         杂拔 汝  达拔微          杂巴 尔  桑拔微 

藏﹙观行﹚     金刚    遮蔽            金刚   出生﹙正生﹚ 

VAJRA . VAJRANI.  (75)  VAJRA. VAWANDU.  (76) MAMA. SARIRAM. (77) 

杂拔 惹 杂拔 惹以呢       杂尔拔   拔汪睹        嘛嘛  沙惹以喃 

金刚   金刚女           金刚界  圣尊       ﹙行者﹚ 身体 

SARVA. SADHA. NAM. JAGAYA.  PARISUDHE, RABAVANDU.  (78)   

萨尔瓦  萨埵   喃   匝嘎雅  巴惹以秫得  惹巴汪睹 

一切   有情众      身      普遍清净   金刚神圣尊 

MOSADHA. (79)   SARVA. GADHI. PARISUDHE. SAT. (80) SARVA.  

萨达嚜           萨尔瓦  噶底  巴惹以秫得  沙匝      萨尔瓦 

大菩萨﹙已解脱﹚一切   去度  普遍清净    等        一切 

TATHAGATA. SAJAMAN.  (81)  SAMA. SVASA. YAMDU. (82)  

答塔噶答   满沙匝           萨嘛  萨娑    颜睹 

如来       镇伏            安慰  救济   慰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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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AYA. BUDDHAYA.  (83)  SHIDDHA. SHIDDHA. (84)  BODDHAYA. 

达卜 雅    达卜 雅           达悉 雅   达悉 雅         达播 雅 

正觉心 正觉心       清净﹙成就﹚清净﹙成就﹚   觉悟 

BODDHAYA (85)  VIBODDHAYA. VIBODDHAYA.  (86) MOJARYA. 

达播 雅         达比播 雅    达比播 雅          摩匝雅 

觉悟            令觉悟     令觉悟          免除﹙解脱﹚ 

MOJARYA.  (87)  VIMOJARYA. VIMOJARYA  (88)  SUDHAYA.  

摩匝雅          比摩匝雅   比摩匝雅         达勺 雅 

免除            解脱       解脱             清净 

SUDHAYA.  (89)  VISUDHAYA. VISUDHAYA. (90) SAMANDHA.  (91)  

达勺 雅          达比勺 雅   达比勺 雅        萨曼答 

清净            一切最胜   一切最胜        遍十方 

MOJARYA.  MOJARYA  (92)  SAMANTA  (93) RASIMI. PARISUDHE.  (94)  

摩匝雅    摩匝雅         萨曼答        惹思蜜  巴惹以秫得 

免除      免除           安慰﹙遍十方﹚明      普遍清净 

SARVA. TATHAGATA. HRIDHAYA.  (95)  ADHISTRANA. ADHISTRIDHE.  

萨尔瓦  答塔噶答  哈惹以达雅        阿㆞思 纳叉    阿㆞思岂迭 

一切    如来 心   神力加持         加持清净    所加持 

(96) MUDRE.  MUDRE  (97)  MAHAMUDRE (98)  MAHAMUDRA  (99) 

穆答惹也  穆答惹也        嘛哈穆答惹也     嘛哈穆答惹也 

   印﹙解脱﹚印﹙解脱﹚  大契印﹙大解脱﹚ 大契印﹙大解脱﹚ 

MANTRA. PADHYA. SVAHA.  (100)  

曼答惹  巴得耶  娑哈 

真言    句     吉祥 

 

OM. BHALUM SVAHA. 

嗡  普隆   娑哈 

           吉祥 

 

OM. A MRI. DHA. A YUR. DHA.   DHE SVAHA. 

嗡  阿蜜惹以答   阿由尔  达    迭  娑哈 

    不死甘露    寿命    坚住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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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陀羅尼內容以發㉂佛陀肉髻之千光明為祈願尊，顯現光明、清淨，祈求救度，

並授佛智。今暫以簡短之義表示本陀羅尼的祈願，其甚深的涵義，將由於行者虔誠的

持誦，而更加發揮光大，功德不可限量。﹙詳細另請參閱《唐譯密咒㊟疏》﹚ 

 

皈依㈩方㆔界大光明最勝世尊，佛陀世尊。即說咒曰：嗡！賜予清淨，以清淨光

明平等普照世界為本來功德的清淨尊啊！以無生灌頂﹙教化﹚我。善逝﹙徹悟者﹚之

最㆖說法與甘露教化，以無垢無為大真言咒語攝受吧！生命永恆之尊呀，賜予清淨，

賜予清淨，如大空無礙令清淨之尊呀！佛頂尊勝﹙以佛智戰勝㆒切﹚之清淨尊呀！如

太陽以睿智千光明令覺悟之尊呀。善觀察㆒切如來之尊呀，完成㈥波羅密﹙佈施、持

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之尊呀。以㆒切如來心髓加持大生命大㊞大誓願呀。

㈮剛身集成之清淨尊呀，清淨㆒切障礙、恐怖、惡趣之尊呀。歸還本來清淨之心，清

淨的生命之尊呀，留於如來大誓願之尊呀。其心是寶珠㆗寶珠大寶珠之德尊，以無限

實現真如之清淨尊呀，啟蒙佛智之清淨尊呀。戰勝，戰勝，降伏吧，降伏吧﹙降伏我

的煩惱﹚。內省吧，內省吧，內省㆒切諸佛所留清淨世界。㈮剛呀，密藏㈮剛者呀，

令我及㆒切眾生之身皆成㈮剛呀。而令身體完全清淨者呀，令㆒切作用清淨之尊呀，

㆒切如來再給我新生命吧，㆒切如來賦於新生命而受加持者呀。覺醒吧，覺醒吧，快

快遍佈覺醒吧，體得菩提呀，體得菩提呀，快快遍佈體得菩提呀。遍令清淨之尊呀，

以㆒切如來心髓加持留大生命大㊞大誓願之尊呀，莫不圓成娑婆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