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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顶首楞言神咒大佛顶首楞言神咒大佛顶首楞言神咒大佛顶首楞言神咒

南无楞严会上佛菩萨（三称）

妙湛总持不动尊 首楞严王世希有

销我亿劫颠倒想 不历僧祇获法身

愿今得果成宝王 还度如是恒沙众

将此深心奉尘刹 是则名为报佛恩

伏请世尊为证明 五浊恶世誓先入

如一众生未成佛 终不于此取泥洹

大雄大力大慈悲 希更审除微细惑

令我早登无上觉 于十方界坐道场

舜若多性可销亡 烁迦罗心无动转

南无常住十方佛 南无常住十方法

南无常住十方僧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佛顶首楞严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金刚藏菩萨

尔时世尊，从肉髻中，涌百宝光。光中涌出，千叶宝莲。

有化如来，坐宝华中。顶放十道，百宝光明。一一光明，皆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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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现。十恒河沙，金刚密迹。擎山持杵，遍虚空界。大众仰观，

畏爱兼抱。求佛哀祐，一心听佛。无见顶相，放光如来。宣说

神咒。

第一会（001001001001—137137137137）

(001)n(001)n(001)n(001)nāāāā mmmmóóóó ssssàààà ddddáááá tutututuōōōō．ssssūūūū qiqiqiqiéééé dudududuōōōō yyyyēēēē．

āāāā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ddddìììì．ssssāāāānnnn mimimimiǎǎǎǎoooo ssssāāāānnnn ppppúúúú tutututuóóóó xixixixiěěěě。

南无 萨怛他．苏伽多耶．阿啰诃帝．三藐三菩陀写。

(002)(002)(002)(002) ssssàààà ddddáááá tutututuōōōō．ffffóóóó tutututuóóóó jjjjùùùù zhzhzhzhīīīī ssssèèèè nnnníííí shshshshāāāānnnn。

萨怛他．佛陀俱胝瑟尼钐。

(003)n(003)n(003)n(003)nāāāā mmmmóóóó ssssàààà ppppóóóó．bbbbóóóó tutututuóóóó bbbbóóóó ddddìììì．ssssàààà dudududuòòòò ppppíííí bbbbìììì。

南无 萨婆．勃陀勃地．萨跢鞞弊。

(004)n(004)n(004)n(004)nāāāā mmmmóóóó ssssàààà dudududuōōōō nnnnáááánnnn．ssssāāāānnnnmimimimiǎǎǎǎoooo ssssāāāānnnn ppppúúúú tutututuóóóó．jjjjùùùù zhzhzhzhīīīī nnnnáááánnnn。

南无 萨多南．三藐三菩陀．俱知喃。

(005)su(005)su(005)su(005)suōōōō shshshshěěěě llllàààà ppppóóóó jijijijiāāāā．ssssēēēēngngngng qiqiqiqiéééé nnnnáááánnnn。

娑舍啰婆迦．僧伽喃。

(006)n(006)n(006)n(006)nāāāā mmmmóóóó llllúúúú jjjjīīīī āāāā lulululuóóóó hhhhàààànnnn dudududuòòòò nnnnáááánnnn。

南无 卢鸡阿罗汉跢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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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n(007)n(007)n(007)nāāāā mmmmóóóó ssssūūūū llllúúúú dudududuōōōō bbbbōōōō nunununuóóóó nnnnáááánnnn。

南无 苏卢多波那喃。

(008)n(008)n(008)n(008)nāāāā mmmmóóóó susususuōōōō jijijijiéééé llllīīīī tutututuóóóó qiqiqiqiéééé mmmmíííí nnnnáááánnnn。

南无 娑羯唎陀伽弥喃。

(009)n(009)n(009)n(009)nāāāā mmmmóóóó llllúúúú jjjjīīīī ssssāāāānnnn mimimimiǎǎǎǎoooo qiqiqiqiéééé dudududuòòòò nnnnáááánnnn。

南无 卢鸡三藐伽跢喃。

(010)s(010)s(010)s(010)sāāāānnnn mimimimiǎǎǎǎoooo qiqiqiqiéééé bbbbōōōō llllàààà．ddddǐǐǐǐ bbbbōōōō dudududuōōōō nunununuóóóó nnnnáááánnnn。

三藐伽波啰．底波多那喃。

(011)n(011)n(011)n(011)nāāāā mmmmóóóó ttttíííí ppppóóóó llllíííí ssssèèèè nnnnǎǎǎǎnnnn。

南无 提婆离瑟赧。

(012)n(012)n(012)n(012)nāāāā mmmmóóóó xxxxīīīī tutututuóóóó yyyyēēēē．ppppíííí ddddìììì yyyyēēēē．tutututuóóóó llllàààà llllíííí ssssèèèè nnnnǎǎǎǎnnnn。

南无 悉陀耶．毗地耶．陀啰离瑟赧。

(013)sh(013)sh(013)sh(013)shěěěě bbbbōōōō nnnnúúúú．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susususuōōōō hhhhēēēē susususuōōōō llllàààà mmmmóóóó tutututuōōōō nnnnáááánnnn。

舍波奴．揭啰诃．娑诃娑啰摩他喃。

(014)n(014)n(014)n(014)nāāāā mmmmóóóó bbbbáááá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mmmmóóóó nnnníííí。

南无 跋啰诃摩泥。

(015)n(015)n(015)n(015)nāāāā mmmmóóóó yyyyīīīīnnnn tutututuóóóó llllàààà yyyyēēēē。

南无 因陀啰耶。

(016)n(016)n(016)n(016)nāāāā mmmmóóóó ppppóóóó qiqiqiqiéééé ppppóóóó ddddìììì。



- 4 -

南无 婆伽婆帝。

(017)l(017)l(017)l(017)lúúúú tutututuóóóó llllàààà yyyyēēēē。

嚧陀啰耶。

(018)w(018)w(018)w(018)wūūūū mmmmóóóó bbbbōōōō ddddìììì。

乌摩般帝。

(019)su(019)su(019)su(019)suōōōō xxxxīīīī yyyyèèèè yyyyēēēē。

娑醯夜耶。

(020)n(020)n(020)n(020)nāāāā mmmmóóóó ppppóóóó qiqiqiqiéééé ppppóóóó ddddìììì。

南无 婆伽婆帝。

(021)nu(021)nu(021)nu(021)nuóóóó llllàààà yyyyěěěě nnnnáááá yyyyēēēē。

那啰野拏耶。

(022)p(022)p(022)p(022)páááánnnn zhzhzhzhēēēē mmmmóóóó hhhhēēēē．ssssāāāānnnn mmmmùùùù tutututuóóóó llllàààà。

槃遮摩诃．三慕陀啰。

(023)n(023)n(023)n(023)nāāāā mmmmóóóó xxxxīīīī jijijijiéééé llllīīīī dudududuōōōō yyyyēēēē。

南无 悉羯唎多耶。

(024)n(024)n(024)n(024)nāāāā mmmmóóóó ppppóóóó qiqiqiqiéééé ppppóóóó ddddìììì。

南无 婆伽婆帝。

(025)m(025)m(025)m(025)móóóó hhhhēēēē jijijijiāāāā llllàààà yyyyēēēē。

摩诃迦啰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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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d(026)d(026)d(026)dìììì llllīīīī bbbbōōōō llllàààà nunununuóóóó qiqiqiqiéééé llllàààà。

地唎般剌那伽啰。

(027)p(027)p(027)p(027)píííí tutututuóóóó llllàààà．bbbbōōōō nnnnáááá jijijijiāāāā llllàààà yyyyēēēē。

毗陀啰．波拏迦啰耶。

(028)(028)(028)(028)āāāā ddddìììì mmmmùùùù ddddìììì。

阿地目帝。

(029)sh(029)sh(029)sh(029)shīīīī mmmmóóóó shshshshěěěě nunununuóóóó nnnníííí．ppppóóóó xxxxīīīī nnnníííí。

尸摩舍那泥．婆悉泥。

(030)m(030)m(030)m(030)móóóó ddddáááá llllīīīī qiqiqiqiéééé nnnnáááá。

摩怛唎伽拏。

(031)n(031)n(031)n(031)nāāāā mmmmóóóó xxxxīīīī jijijijiéééé llllīīīī dudududuōōōō yyyyēēēē。

南无 悉羯唎多耶。

(032)n(032)n(032)n(032)nāāāā mmmmóóóó ppppóóóó qiqiqiqiéééé ppppóóóó ddddìììì。

南无 婆伽婆帝。

(033)du(033)du(033)du(033)duōōōō tutututuōōōō qiqiqiqiéééé dudududuòòòò．jjjjùùùù llllàààà yyyyēēēē。

多他伽跢．俱啰耶。

(034)n(034)n(034)n(034)nāāāā mmmmóóóó bbbbōōōō ttttóóóóuuuu mmmmóóóó．jjjjùùùù llllàààà yyyyēēēē。

南无 般头摩．俱啰耶。

(035)n(035)n(035)n(035)nāāāā mmmmóóóó bbbbáááá shshshshéééé llllàààà．jjjjùùùù llllàààà yyyyēēē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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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无 跋阇啰．俱啰耶。

(036)n(036)n(036)n(036)nāāāā mmmmóóóó mmmmóóóó nnnníííí．jjjjùùùù llllàààà yyyyēēēē。

南无 摩尼．俱啰耶。

(037)n(037)n(037)n(037)nāāāā mmmmóóóó qiqiqiqiéééé shshshshéééé．jjjjùùùù llllàààà yyyyēēēē。

南无 伽阇．俱啰耶。

(038)n(038)n(038)n(038)nāāāā mmmmóóóó ppppóóóó qiqiqiqiéééé ppppóóóó ddddìììì。

南无 婆伽婆帝。

(039)d(039)d(039)d(039)dìììì llllīīīī chchchcháááá．shshshshūūūū llllàààà xxxxīīīī nunununuóóóó。

帝唎茶．输啰西那。

(040)b(040)b(040)b(040)bōōōō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llllàààà nnnnáááá llllàààà shshshshéééé yyyyēēēē。

波啰诃啰．拏啰阇耶。

(041)du(041)du(041)du(041)duòòòò tutututuōōōō qiqiqiqiéééé dudududuōōōō yyyyēēēē。

跢他伽多耶。

(042)n(042)n(042)n(042)nāāāā mmmmóóóó ppppóóóó qiqiqiqiéééé ppppóóóó ddddìììì。

南无 婆伽婆帝。

(043)n(043)n(043)n(043)nāāāā mmmmóóóó āāāā mmmmíííí dudududuōōōō ppppóóóó yyyyēēēē。

南无 阿弥多婆耶。

(044)du(044)du(044)du(044)duòòòò tutututuōōōō qiqiqiqiéééé dudududuōōōō yyyyēēēē。

跢他伽多耶。



- 7 -

(045)(045)(045)(045)āāāā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ddddìììì。

阿啰诃帝。

(046)s(046)s(046)s(046)sāāāānnnn mimimimiǎǎǎǎoooo ssssāāāānnnn ppppúúúú tutututuóóóó yyyyēēēē。

三藐三菩陀耶。

(047)n(047)n(047)n(047)nāāāā mmmmóóóó ppppóóóó qiqiqiqiéééé ppppóóóó ddddìììì。

南无 婆伽婆帝。

(048)(048)(048)(048)āāāā chchchchúúúú ppppíííí yyyyēēēē。

阿刍鞞耶。

(049)du(049)du(049)du(049)duòòòò tutututuōōōō qiqiqiqiéééé dudududuōōōō yyyyēēēē。

跢他伽多耶。

(050)(050)(050)(050)āāāā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ddddìììì。

阿啰诃帝。

(051)s(051)s(051)s(051)sāāāānnnn mimimimiǎǎǎǎoooo ssssāāāānnnn ppppúúúú tutututuóóóó yyyyēēēē。

三藐三菩陀耶。

(052)n(052)n(052)n(052)nāāāā mmmmóóóó ppppóóóó qiqiqiqiéééé ppppóóóó ddddìììì。

南无 婆伽婆帝。

(053)p(053)p(053)p(053)píííí shshshshāāāā shshshshéééé yyyyēēēē．jjjjùùùù llllúúúú ffffèèèèiiii zhzhzhzhùùùù llllīīīī yyyyēēēē。

鞞沙阇耶．俱卢吠柱唎耶。

(054)b(054)b(054)b(054)bōōōō llllàààà ppppóóóó llllàààà shshshshéééé yyyyēēē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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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啰婆啰阇耶。

(055)du(055)du(055)du(055)duòòòò tutututuōōōō qiqiqiqiéééé dudududuōōōō yyyyēēēē。

跢他伽多耶。

(056)n(056)n(056)n(056)nāāāā mmmmóóóó ppppóóóó qiqiqiqiéééé ppppóóóó ddddìììì。

南无 婆伽婆帝。

(057)s(057)s(057)s(057)sāāāānnnn bbbbǔǔǔǔ shshshshīīīī bbbbìììì dudududuōōōō。

三补师毖多。

(058)s(058)s(058)s(058)sàààà lilililiáááánnnn nnnnàààà llllàààà．llllàààà shshshshéééé yyyyēēēē。

萨怜捺啰．剌阇耶。

(059)du(059)du(059)du(059)duòòòò tutututuōōōō qiqiqiqiéééé dudududuōōōō yyyyēēēē。

跢他伽多耶。

(060)(060)(060)(060)āāāā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ddddìììì。

阿啰诃帝。

(061)s(061)s(061)s(061)sāāāānnnn mimimimiǎǎǎǎoooo ssssāāāānnnn ppppúúúú tutututuóóóó yyyyēēēē。

三藐三菩陀耶。

(062)n(062)n(062)n(062)nāāāā mmmmóóóó ppppóóóó qiqiqiqiéééé ppppóóóó ddddìììì。

南无 婆伽婆帝。

(063)sh(063)sh(063)sh(063)shěěěě jjjjīīīī yyyyěěěě．mmmmǔǔǔǔ nnnnàààà yyyyèèèè。

舍鸡野．母那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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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du(064)du(064)du(064)duòòòò tutututuōōōō qiqiqiqiéééé dudududuōōōō yyyyēēēē。

跢他伽多耶。

(065)(065)(065)(065)āāāā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ddddìììì。

阿啰诃帝。

(066)s(066)s(066)s(066)sāāāānnnn mimimimiǎǎǎǎoooo ssssāāāānnnn ppppúúúú tutututuóóóó yyyyēēēē。

三藐三菩陀耶。

(067)n(067)n(067)n(067)nāāāā mmmmóóóó ppppóóóó qiqiqiqiéééé ppppóóóó ddddìììì。

南无 婆伽婆帝。

(068)l(068)l(068)l(068)làààà ddddáááá nunununuóóóó．jjjjīīīī ddddūūūū llllàààà shshshshéééé yyyyēēēē。

剌怛那．鸡都啰阇耶。

(069)du(069)du(069)du(069)duòòòò tutututuōōōō qiqiqiqiéééé dudududuōōōō yyyyēēēē。

跢他伽多耶。

(070)(070)(070)(070)āāāā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ddddìììì。

阿啰诃帝。

(071)s(071)s(071)s(071)sāāāānnnn mimimimiǎǎǎǎoooo ssssāāāānnnn ppppúúúú tutututuóóóó yyyyēēēē。

三藐三菩陀耶。

(072)d(072)d(072)d(072)dìììì pipipipiááááoooo．nnnnāāāā mmmmóóóó ssssàààà jijijijiéééé llllīīīī dudududuōōōō。

帝瓢．南无萨羯唎多。

(073)y(073)y(073)y(073)yìììì ttttáááánnnn ppppóóóó qiqiqiqiéééé ppppóóóó dudududuōōō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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翳昙婆伽婆多。

(074)s(074)s(074)s(074)sàààà ddddáááá tutututuōōōō．qiqiqiqiéééé ddddūūūū ssssèèèè nnnníííí shshshshāāāānnnn。

萨怛他．伽都瑟尼钐。

(075)s(075)s(075)s(075)sàààà ddddáááá dudududuōōōō．bbbbōōōō ddddáááá lllláááánnnn。

萨怛多．般怛嚂。

(076)n(076)n(076)n(076)nāāāā mmmmóóóó āāāā ppppóóóó llllàààà shshshshìììì ddddāāāānnnn。

南无 阿婆啰视耽。

(077)b(077)b(077)b(077)bōōōō llllàààà ddddìììì yyyyáááángngngng qqqqíííí llllàààà。

般啰帝扬歧啰。

(078)s(078)s(078)s(078)sàààà llllàààà ppppóóóó bbbbùùùù dudududuōōōō．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萨啰婆部多．揭啰诃。

(079)n(079)n(079)n(079)níííí 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jijijijiéééé jijijijiāāāā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nnnníííí。

尼羯啰诃．揭迦啰诃尼。

(080)b(080)b(080)b(080)báááá llllàààà bbbbìììì ddddìììì yyyyēēēē．chchchchìììì tutututuóóóó nnnnǐǐǐǐ。

跋啰毖地耶．叱陀你。

(081)(081)(081)(081)āāāā jijijijiāāāā llllàààà mmmmìììì llllīīīī zhzhzhzhùùùù。

阿迦啰蜜唎柱。

(082)b(082)b(082)b(082)bōōōō llllīīīī ddddáááá llllàààà yyyyēēēē．nnnnííííngngngng jijijijiēēēē llllīīīī。

般唎怛啰耶．儜揭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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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s(083)s(083)s(083)sàààà llllàààà ppppóóóó．ppppáááánnnn tutututuóóóó nunununuóóóó．mmmmùùùù chchchchāāāā nnnníííí。

萨啰婆．槃陀那．目叉尼。

(084)s(084)s(084)s(084)sàààà llllàààà ppppóóóó．ttttūūūū ssssèèèè zhzhzhzhàààà。

萨啰婆．突瑟吒。

(085)t(085)t(085)t(085)tūūūū xxxxīīīī ffffáááá．bbbbōōōō nunununuóóóó nnnnǐǐǐǐ ffffáááá llllàààà nnnníííí。

突悉乏．般那你伐啰尼。

(086)zh(086)zh(086)zh(086)zhěěěě ddddūūūū llllàààà．shshshshīīīī ddddìììì nnnnáááánnnn。

赭都啰．失帝南。

(087)ji(087)ji(087)ji(087)jiéééé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susususuōōōō hhhhēēēē ssssàààà llllàààà rurururuòòòò shshshshéééé。

羯啰诃．娑诃萨啰若阇。

(088)p(088)p(088)p(088)píííí dudududuōōōō bbbbēēēēngngngng．susususuōōōō nunununuóóóó jijijijiéééé llllīīīī。

毗多崩．娑那羯唎。

(089)(089)(089)(089)āāāā ssssèèèè zhzhzhzhàààà bbbbīīīīngngngng shshshshěěěě ddddìììì nnnnáááánnnn。

阿瑟吒冰舍帝南。

(090)nu(090)nu(090)nu(090)nuóóóó chchchchāāāā chchchchàààà ddddáááá llllàààà rurururuòòòò shshshshéééé。

那叉剎怛啰若阇。

(091)b(091)b(091)b(091)bōōōō llllàààà ssssàààà tutututuóóóó nunununuóóóó jijijijiéééé llllīīīī。

波啰萨陀那羯唎。

(092)(092)(092)(092)āāāā ssssèèèè zhzhzhzhàààà nnnnáááánn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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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吒南。

(093)m(093)m(093)m(093)móóóó hhhhēēēē jijijijiéééé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rurururuòòòò shshshshéééé。

摩诃揭啰诃若阇。

(094)p(094)p(094)p(094)píííí dudududuōōōō bbbbēēēēngngngng．ssssàààà nunununuóóóó jijijijiéééé llllīīīī。

毗多崩．萨那羯唎。

(095)s(095)s(095)s(095)sàààà ppppóóóó shshshshěěěě ddddūūūū llllúúúú nnnnǐǐǐǐ ppppóóóó llllàààà rurururuòòòò shshshshéééé。

萨婆舍都嚧你婆啰若阇。

(096)h(096)h(096)h(096)hūūūū lllláááánnnn ttttūūūū xxxxīīīī ffffáááá．nnnnáááánnnn zhzhzhzhēēēē nunununuóóóó shshshshěěěě nnnníííí。

呼蓝突悉乏．难遮那舍尼。

(097)b(097)b(097)b(097)bìììì shshshshāāāā shshshshěěěě．xxxxīīīī ddddáááá llllàààà。

毖沙舍．悉怛啰。

(098)(098)(098)(098)āāāā jjjjíííí nnnníííí．wwwwūūūū tutututuóóóó jijijijiāāāā llllàààà rurururuòòòò shshshshéééé。

阿吉尼．乌陀迦啰若阇。

(099)(099)(099)(099)āāāā bbbbōōōō llllàààà shshshshìììì dudududuōōōō jjjjùùùù llllàààà。

阿般啰视多具啰。

(100)m(100)m(100)m(100)móóóó hhhhēēēē bbbbōōōō llllàààà zhzhzhzhàààànnnn chchchchíííí。

摩诃般啰战持。

(101)m(101)m(101)m(101)móóóó hhhhēēēē didididiéééé dudududuōōōō。

摩诃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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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m(102)m(102)m(102)móóóó hhhhēēēē ddddìììì shshshshéééé。

摩诃帝阇。

(103)m(103)m(103)m(103)móóóó hhhhēēēē shushushushuìììì dudududuōōōō shshshshéééé ppppóóóó llllàààà。

摩诃税多阇婆啰。

(104)m(104)m(104)m(104)móóóó hhhhēēēē bbbbáááá llllàààà ppppáááánnnn tutututuóóóó llllàààà ppppóóóó xxxxīīīī nnnnǐǐǐǐ。

摩诃跋啰槃陀啰婆悉你。

(105)(105)(105)(105)āāāā llllīīīī yyyyēēēē dudududuōōōō llllàààà。

阿唎耶多啰。

(106)p(106)p(106)p(106)píííí llllīīīī jjjjùùùù zhzhzhzhīīīī。

毗唎俱知。

(107)sh(107)sh(107)sh(107)shìììì ppppóóóó ppppíííí shshshshéééé yyyyēēēē。

誓婆毗阇耶。

(108)b(108)b(108)b(108)báááá shshshshéééé llllàààà．mmmmóóóó llllǐǐǐǐ ddddǐǐǐǐ。

跋阇啰．摩礼底。

(109)p(109)p(109)p(109)píííí shshshshěěěě llllúúúú dudududuōōōō。

毗舍嚧多。

(110)b(110)b(110)b(110)bóóóó ttttééééngngngng wwwwǎǎǎǎngngngng jijijijiāāāā。

勃腾罔迦。

(111)b(111)b(111)b(111)báááá shshshshéééé llllàààà．zhzhzhzhìììì hhhhēēēē nunununuóóóó ēēēē zhzhzhzhēēē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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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阇啰．制喝那阿遮。

(112)m(112)m(112)m(112)móóóó llllàààà zhzhzhzhìììì ppppóóóó．bbbbōōōō llllàààà zhzhzhzhìììì dudududuōōōō。

摩啰制婆．般啰质多。

(113)b(113)b(113)b(113)báááá shshshshéééé llllàààà chchchchàààànnnn chchchchíííí。

跋阇啰擅持。

(114)p(114)p(114)p(114)píííí shshshshěěěě llllàààà zhzhzhzhēēēē。

毗舍啰遮。

(115)sh(115)sh(115)sh(115)shàààànnnn dudududuōōōō shshshshěěěě．ppppíííí ttttíííí ppppóóóó．bbbbǔǔǔǔ shshshshìììì dudududuōōōō。

扇多舍．鞞提婆．补视多。

(116)s(116)s(116)s(116)sūūūū mmmmóóóó llllúúúú bbbbōōōō。

苏摩嚧波。

(117)m(117)m(117)m(117)móóóó hhhhēēēē shushushushuìììì dudududuōōōō。

摩诃税多。

(118)(118)(118)(118)āāāā llllīīīī yyyyēēēē dudududuōōōō llllàààà。

阿唎耶多啰。

(119)m(119)m(119)m(119)móóóó hhhhēēēē ppppóóóó llllàààà āāāā bbbbōōōō llllàààà。

摩诃婆啰阿般啰。

(120)b(120)b(120)b(120)báááá shshshshéééé llllàààà．shshshshāāāāngngngng jijijijiéééé llllàààà zhzhzhzhìììì ppppóóóó。

跋阇啰．商羯啰制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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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b(121)b(121)b(121)báááá shshshshéééé llllàààà jjjjùùùù mmmmóóóó llllīīīī。

跋阇啰俱摩唎。

(122)j(122)j(122)j(122)jùùùù lllláááánnnn tutututuóóóó llllīīīī。

俱蓝陀唎。

(123)b(123)b(123)b(123)báááá shshshshéééé llllàààà．hhhhēēēē ssssàààà dudududuōōōō zhzhzhzhēēēē。

跋阇啰．喝萨多遮。

(124)p(124)p(124)p(124)píííí ddddìììì yyyyēēēē．qiqiqiqiáááánnnn zhzhzhzhēēēē nunununuóóóó．mmmmóóóó llllīīīī jijijijiāāāā。

毗地耶．乾遮那．摩唎迦。

(125)k(125)k(125)k(125)kǔǔǔǔ ssssūūūū mmmmǔǔǔǔ．ppppóóóó jijijijiéééé llllàààà dudududuòòòò nunununuóóóó。

啒苏母．婆羯啰跢那。

(126)p(126)p(126)p(126)píííí llllúúúú zhzhzhzhēēēē nunununuóóóó jjjjùùùù llllīīīī yyyyēēēē。

鞞嚧遮那俱唎耶。

(127)y(127)y(127)y(127)yèèèè llllàààà ttttúúúú ssssèèèè nnnníííí shshshshāāāānnnn。

夜啰菟瑟尼钐。

(128)p(128)p(128)p(128)píííí zhzhzhzhēēēē lllláááánnnn ppppóóóó．mmmmóóóó nnnníííí zhzhzhzhēēēē。

毗折蓝婆．摩尼遮。

(129)b(129)b(129)b(129)báááá shshshshéééé llllàààà．jijijijiāāāā nunununuóóóó jijijijiāāāā bbbbōōōō llllàààà ppppóóóó。

跋阇啰．迦那迦波啰婆。

(130)l(130)l(130)l(130)lúúúú shshshshéééé nunununuóóóó bbbbáááá shshshshéééé llllàààà．ddddùùùùnnnn zhzhzhzhìììì zhzhzhzhēēē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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嚧阇那跋阇啰．顿稚遮。

(131)shu(131)shu(131)shu(131)shuìììì dudududuōōōō zhzhzhzhēēēē．jijijijiāāāā mmmmóóóó llllàààà。

税多遮．迦摩啰。

(132)ch(132)ch(132)ch(132)chàààà shshshshēēēē shshshshīīīī．bbbbōōōō llllàààà ppppóóóó。

剎奢尸．波啰婆。

(133)y(133)y(133)y(133)yìììì ddddìììì yyyyíííí ddddìììì。

翳帝夷帝。

(134)m(134)m(134)m(134)mǔǔǔǔ tutututuóóóó llllàààà jijijijiéééé nnnnáááá。

母陀啰羯拏。

(135)su(135)su(135)su(135)suōōōō ppppíííí llllàààà chchchchàààànnnn。

娑鞞啰忏。

(136)ju(136)ju(136)ju(136)juéééé ffffàààànnnn ddddūūūū。

掘梵都。

(137)y(137)y(137)y(137)yììììnnnn ttttùùùù nunununuóóóó．mmmmóóóó mmmmóóóó xixixixiěěěě。

印兔那．麽麽写。

第二会（138138138138—187187187187）

(138)w(138)w(138)w(138)wūūūū xxxxīīīīnnnn。

乌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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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l(139)l(139)l(139)līīīī ssssèèèè jijijijiēēēē nnnnáááá。

唎瑟揭拏。

(140)b(140)b(140)b(140)bōōōō llllàààà shshshshěěěě xxxxīīīī dudududuōōōō。

般剌舍悉多。

(141)s(141)s(141)s(141)sàààà ddddáááá tutututuōōōō．qiqiqiqiéééé ddddūūūū ssssèèèè nnnníííí shshshshāāāānnnn。

萨怛他．伽都瑟尼钐。

(142)h(142)h(142)h(142)hǔǔǔǔ xxxxīīīīnnnn。

虎昕。

(143)d(143)d(143)d(143)dūūūū llllúúúú yyyyōōōōngngngng。

都嚧雍。

(144)zh(144)zh(144)zh(144)zhāāāānnnn ppppóóóó nunununuóóóó。

瞻婆那。

(145)h(145)h(145)h(145)hǔǔǔǔ xxxxīīīīnnnn。

虎昕。

(146)d(146)d(146)d(146)dūūūū llllúúúú yyyyōōōōngngngng。

都嚧雍。

(147)x(147)x(147)x(147)xīīīī ddddāāāānnnn ppppóóóó nunununuóóóó。

悉耽婆那。

(148)h(148)h(148)h(148)hǔǔǔǔ xxxxīīīīnn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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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昕。

(149)d(149)d(149)d(149)dūūūū llllúúúú yyyyōōōōngngngng。

都嚧雍。

(150)b(150)b(150)b(150)bōōōō llllàààà ssssèèèè ddddìììì yyyyēēēē．ssssāāāānnnn bbbbōōōō chchchchāāāā．nnnnáááá jijijijiéééé llllàààà。

波啰瑟地耶．三般叉．拏羯啰。

(151)h(151)h(151)h(151)hǔǔǔǔ xxxxīīīīnnnn。

虎昕。

(152)d(152)d(152)d(152)dūūūū llllúúúú yyyyōōōōngngngng。

都嚧雍。

(153)s(153)s(153)s(153)sàààà ppppóóóó yyyyààààoooo chchchchāāāā．hhhhēēēē llllàààà chchchchàààà susususuōōōō。

萨婆药叉．喝啰剎娑。

(154)ji(154)ji(154)ji(154)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rurururuòòòò shshshshéééé。

揭啰诃若阇。

(155)p(155)p(155)p(155)píííí ttttééééngngngng bbbbēēēēngngngng．ssssàààà nunununuóóóó jijijijiéééé llllàààà。

毗腾崩．萨那羯啰。

(156)h(156)h(156)h(156)hǔǔǔǔ xxxxīīīīnnnn。

虎昕。

(157)d(157)d(157)d(157)dūūūū llllúúúú yyyyōōōōngngngng。

都嚧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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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zh(158)zh(158)zh(158)zhěěěě ddddūūūū llllàààà．shshshshīīīī ddddǐǐǐǐ nnnnáááánnnn。

者都啰．尸底南。

(159)ji(159)ji(159)ji(159)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susususuōōōō hhhhēēēē ssssàààà llllàààà nnnnáááánnnn。

揭啰诃．娑诃萨啰南。

(160)p(160)p(160)p(160)píííí ttttééééngngngng bbbbēēēēngngngng．ssssàààà nunununuóóóó llllàààà。

毗腾崩．萨那啰。

(161)h(161)h(161)h(161)hǔǔǔǔ xxxxīīīīnnnn。

虎昕。

(162)d(162)d(162)d(162)dūūūū llllúúúú yyyyōōōōngngngng。

都嚧雍。

(163)l(163)l(163)l(163)làààà chchchchāāāā。

啰叉。

(164)p(164)p(164)p(164)póóóó qiqiqiqiéééé ffffàààànnnn。

婆伽梵。

(165)s(165)s(165)s(165)sàààà ddddáááá tutututuōōōō．qiqiqiqiéééé ddddūūūū ssssèèèè nnnníííí shshshshāāāānnnn。

萨怛他．伽都瑟尼钐。

(166)b(166)b(166)b(166)bōōōō llllàààà didididiǎǎǎǎnnnn shshshshéééé jjjjíííí llllīīīī。

波啰点阇吉唎。

(167)m(167)m(167)m(167)móóóó hhhhēēēē susususuōōōō hhhhēēēē ssssàààà llllààà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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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诃娑诃萨啰。

(168)b(168)b(168)b(168)bóóóó shshshshùùùù susususuōōōō hhhhēēēē ssssàààà llllàààà．shshshshìììì llllīīīī shshshshāāāā。

勃树娑诃萨啰．室唎沙。

(169)j(169)j(169)j(169)jùùùù zhzhzhzhīīīī susususuōōōō hhhhēēēē ssssàààà nnnníííí ddddìììì llllíííí。

俱知娑诃．萨泥帝隸。

(170)(170)(170)(170)āāāā bbbbìììì ttttíííí shshshshìììì ppppóóóó llllīīīī dudududuōōōō。

阿弊提视婆唎多。

(171)zh(171)zh(171)zh(171)zhàààà zhzhzhzhàààà yyyyīīīīngngngng jijijijiāāāā。

吒吒甖迦。

(172)m(172)m(172)m(172)móóóó hhhhēēēē bbbbáááá shshshshéééé llllúúúú tutututuóóóó llllàààà。

摩诃跋阇嚧陀啰。

(173)d(173)d(173)d(173)dìììì llllīīīī ppppúúúú ppppóóóó nunununuóóóó。

帝唎菩婆那。

(174)m(174)m(174)m(174)màààànnnn chchchcháááá llllàààà。

曼茶啰。

(175)w(175)w(175)w(175)wūūūū xxxxīīīīnnnn。

乌昕。

(176)su(176)su(176)su(176)suōōōō xxxxīīīī ddddìììì bbbbùùùù ppppóóóó ddddūūūū。

娑悉帝薄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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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m(177)m(177)m(177)móóóó mmmmóóóó。

麼麼。

(178)y(178)y(178)y(178)yììììnnnn ttttùùùù nunununuóóóó mmmmóóóó mmmmóóóó xixixixiěěěě。

印兔那．麼麼写。

第三会（179179179179—272272272272）

(179)l(179)l(179)l(179)làààà shshshshéééé ppppóóóó yyyyèèèè。

啰阇婆夜。

(180)zh(180)zh(180)zh(180)zhǔǔǔǔ llllàààà bbbbáááá yyyyèèèè。

主啰跋夜。

(181)(181)(181)(181)āāāā qqqqíííí nnnníííí ppppóóóó yyyyèèèè。

阿祇尼婆夜。

(182)w(182)w(182)w(182)wūūūū tutututuóóóó jijijijiāāāā ppppóóóó yyyyèèèè。

乌陀迦婆夜。

(183)p(183)p(183)p(183)píííí shshshshāāāā ppppóóóó yyyyèèèè。

毗沙婆夜。

(184)sh(184)sh(184)sh(184)shěěěě ssssàààà dudududuōōōō llllàààà ppppóóóó yyyyèèèè。

舍萨多啰婆夜。

(185)p(185)p(185)p(185)póóóó llllàààà zhuzhuzhuzhuóóóó jijijijiéééé llllàààà ppppóóóó yyyyèèè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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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啰斫羯啰婆夜。

(186)t(186)t(186)t(186)tūūūū ssssèèèè chchchchāāāā ppppóóóó yyyyèèèè。

突瑟叉婆夜。

(187)(187)(187)(187)āāāā shshshshěěěě nnnnǐǐǐǐ ppppóóóó yyyyèèèè。

阿舍你婆夜。

(188)(188)(188)(188)āāāā jijijijiāāāā llllàààà．mmmmìììì llllīīīī zhzhzhzhùùùù ppppóóóó yyyyèèèè。

阿迦啰．蜜唎柱婆夜。

(189)tu(189)tu(189)tu(189)tuóóóó lulululuóóóó nnnníííí bbbbùùùù mmmmíííí jijijijiàààànnnn．bbbbōōōō qiqiqiqiéééé bbbbōōōō tutututuóóóó ppppóóóó yyyyèèèè。

陀啰尼部弥剑．波伽波陀婆夜。

(190)w(190)w(190)w(190)wūūūū llllàààà jijijijiāāāā ppppóóóó dudududuōōōō ppppóóóó yyyyèèèè。

乌啰迦婆多婆夜。

(191)l(191)l(191)l(191)làààà shshshshéééé ttttáááánnnn chchchcháááá ppppóóóó yyyyèèèè。

剌阇壇茶婆夜。

(192)nu(192)nu(192)nu(192)nuóóóó qiqiqiqiéééé ppppóóóó yyyyèèèè。

那伽婆夜。

(193)p(193)p(193)p(193)píííí titititiááááoooo ddddáááá ppppóóóó yyyyèèèè。

毗條怛婆夜。

(194)s(194)s(194)s(194)sūūūū bbbbōōōō llllàààà nnnnáááá ppppóóóó yyyyèèèè。

苏波啰拏婆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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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y(195)y(195)y(195)yààààoooo chchchchāāāā．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药叉．揭啰诃。

(196)l(196)l(196)l(196)làààà chchchchāāāā ssssīīīī．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啰叉私．揭啰诃。

(197)b(197)b(197)b(197)bìììì llllīīīī dudududuōōōō．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毕唎多．揭啰诃。

(198)p(198)p(198)p(198)píííí shshshshěěěě zhzhzhzhēēēē．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毗舍遮．揭啰诃。

(199)b(199)b(199)b(199)bùùùù dudududuōōōō．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部多．揭啰诃。

(200)ji(200)ji(200)ji(200)jiūūūū ppppáááánnnn chchchcháááá．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鸠槃茶．揭啰诃。

(201)b(201)b(201)b(201)bǔǔǔǔ ddddāāāānnnn nunununuóóóó．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补丹那．揭啰诃。

(202)ji(202)ji(202)ji(202)jiāāāā zhzhzhzhàààà bbbbǔǔǔǔ ddddāāāānnnn nunununuóóóó．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迦吒补丹那．揭啰诃。

(203)x(203)x(203)x(203)xīīīī qiqiqiqiáááánnnn ddddùùùù．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悉乾度．揭啰诃。

(204)(204)(204)(204)āāāā bbbbōōōō xxxxīīīī mmmmóóóó llllàààà．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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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播悉摩啰．揭啰诃。

(205)w(205)w(205)w(205)wūūūū ttttáááánnnn mmmmóóóó tutututuóóóó．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乌檀摩陀．揭啰诃。

(206)ch(206)ch(206)ch(206)chēēēē yyyyèèèè． 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车夜．揭啰诃。

(207)x(207)x(207)x(207)xīīīī llllīīīī ppppóóóó ddddìììì．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醯唎婆帝．揭啰诃。

(208)sh(208)sh(208)sh(208)shèèèè dudududuōōōō．hhhhēēēē llllīīīī nnnnáááánnnn。

社多．诃唎南。

(209)ji(209)ji(209)ji(209)jiēēēē ppppóóóó．hhhhēēēē llllīīīī nnnnáááánnnn。

揭婆．诃唎南。

(210)l(210)l(210)l(210)lúúúú ddddìììì llllàààà．hhhhēēēē llllīīīī nnnnáááánnnn。

嚧地啰．诃唎南。

(211)m(211)m(211)m(211)máááángsungsungsungsuōōōō．hhhhēēēē llllīīīī nnnnáááánnnn。

忙娑．诃唎南。

(212)m(212)m(212)m(212)míííí tutututuóóóó．hhhhēēēē llllīīīī nnnnáááánnnn。

谜陀．诃唎南。

(213)m(213)m(213)m(213)móóóó shshshshéééé．hhhhēēēē llllīīīī nnnnáááánnnn。

摩阇．诃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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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sh(214)sh(214)sh(214)shéééé dudududuōōōō．hhhhēēēē llllīīīī nnnnǚǚǚǚ。

阇多．诃唎女。

(215)sh(215)sh(215)sh(215)shìììì bbbbǐǐǐǐ dudududuōōōō．hhhhēēēē llllīīīī nnnnáááánnnn。

视比多．诃唎南。

(216)p(216)p(216)p(216)píííí dudududuōōōō．hhhhēēēē llllīīīī nnnnáááánnnn。

毗多．诃唎南。

(217)p(217)p(217)p(217)póóóó dudududuōōōō．hhhhēēēē llllīīīī nnnnáááánnnn。

婆多．诃唎南。

(218)(218)(218)(218)āāāā shshshshūūūū zhzhzhzhēēēē．hhhhēēēē llllīīīī nnnnǚǚǚǚ。

阿输遮．诃唎女。

(219)zh(219)zh(219)zh(219)zhìììì dudududuōōōō．hhhhēēēē llllīīīī nnnnǚǚǚǚ。

质多．诃唎女。

(220)d(220)d(220)d(220)dìììì shshshshāāāānnnn ssssàààà ppppíííí shshshshāāāānnnn。

帝钐萨鞞钐。

(221)s(221)s(221)s(221)sàààà ppppóóóó 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nnnnáááánnnn。

萨婆揭啰诃南。

(222)p(222)p(222)p(222)píííí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shshshshéééé．chchchchēēēēnnnn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毗陀耶阇．瞋陀夜弥。

(223)j(223)j(223)j(223)jīīīī llllàààà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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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啰夜弥。

(224)b(224)b(224)b(224)bōōōō llllīīīī bbbbáááá llllàààà zhzhzhzhěěěě jijijijiāāāā．qqqqìììì llllīīīī ddddāāāānnnn。

波唎跋啰者迦．讫唎担。

(225)p(225)p(225)p(225)píííí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shshshshéééé．chchchchēēēēnnnn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226)j(226)j(226)j(226)jīīīī llllàààà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鸡啰夜弥。

(227)ch(227)ch(227)ch(227)cháááá yyyyǎǎǎǎnnnn nnnníííí．qqqqìììì llllīīīī ddddāāāānnnn。

茶演尼．讫唎担。

(228)p(228)p(228)p(228)píííí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shshshshéééé．chchchchēēēēnnnn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229)j(229)j(229)j(229)jīīīī llllàààà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鸡啰夜弥。

(230)m(230)m(230)m(230)móóóó hhhhēēēē bbbbōōōō shshshshūūūū bbbbōōōō ddddáááá yyyyèèèè。

摩诃般输般怛夜。

(231)l(231)l(231)l(231)lúúúú tutututuóóóó llllàààà．qqqqìììì llllīīīī ddddāāāānnnn。

嚧陀啰．讫唎担。

(232)p(232)p(232)p(232)píííí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shshshshéééé．chchchchēēēēnnnn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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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j(233)j(233)j(233)jīīīī llllàààà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鸡啰夜弥。

(234)nu(234)nu(234)nu(234)nuóóóó llllàààà yyyyèèèè nnnnáááá．qqqqìììì llllīīīī ddddāāāānnnn。

那啰夜拏．讫唎担。

(235)p(235)p(235)p(235)píííí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shshshshéééé．chchchchēēēēnnnn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236)j(236)j(236)j(236)jīīīī llllàààà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鸡啰夜弥。

(237)d(237)d(237)d(237)dáááá dudududuǒǒǒǒ qiqiqiqiéééé llllúúúú chchchcháááá xxxxīīīī．qqqqìììì llllīīīī ddddāāāānnnn。

怛埵伽嚧茶西．讫唎担。

(238)p(238)p(238)p(238)píííí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shshshshéééé．chchchchēēēēnnnn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239)j(239)j(239)j(239)jīīīī llllàààà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鸡啰夜弥。

(240)m(240)m(240)m(240)móóóó hhhhēēēē jijijijiāāāā llllàààà．mmmmóóóó ddddáááá llllīīīī qiqiqiqiéééé nnnnáááá．qqqqìììì llllīīīī ddddāāāānnnn。

摩诃迦啰．摩怛唎伽拏．讫唎担。

(241)p(241)p(241)p(241)píííí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shshshshéééé．chchchchēēēēnnnn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242)j(242)j(242)j(242)jīīīī llllàààà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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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啰夜弥。

(243)ji(243)ji(243)ji(243)jiāāāā bbbbōōōō llllīīīī jijijijiāāāā．qqqqìììì llllīīīī ddddāāāānnnn。

迦波唎迦．讫唎担。

(244)p(244)p(244)p(244)píííí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shshshshéééé．chchchchēēēēnnnn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245)j(245)j(245)j(245)jīīīī llllàààà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鸡啰夜弥。

(246)sh(246)sh(246)sh(246)shéééé yyyyèèèè jijijijiéééé llllàààà．mmmmóóóó ddddùùùù jijijijiéééé llllàààà。

阇耶羯啰．摩度羯啰。

(247)s(247)s(247)s(247)sàààà ppppóóóó llllàààà tutututuōōōō susususuōōōō ddddáááá nunununuóóóó．qqqqìììì llllīīīī ddddāāāānnnn。

萨婆啰他娑达那．讫唎担。

(248)p(248)p(248)p(248)píííí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shshshshéééé．chchchchēēēēnnnn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249)j(249)j(249)j(249)jīīīī llllàààà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鸡啰夜弥。

(250)zh(250)zh(250)zh(250)zhěěěě dudududuōōōō llllàààà．ppppóóóó qqqqíííí nnnnǐǐǐǐ．qqqqìììì llllīīīī ddddāāāānnnn。

赭咄啰．婆耆你．讫唎担。

(251)p(251)p(251)p(251)píííí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shshshshéééé．chchchchēēēēnnnn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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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j(252)j(252)j(252)jīīīī llllàààà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鸡啰夜弥。

(253)p(253)p(253)p(253)píííí llllīīīī yyyyáááángngngng．qqqqìììì llllīīīī zhzhzhzhīīīī。

毗唎羊．讫唎知。

(254)n(254)n(254)n(254)náááánnnn tutututuóóóó jjjjīīīī shshshshāāāā llllàààà．qiqiqiqiéééé nnnnáááá bbbbōōōō ddddìììì。

难陀鸡沙啰．伽拏般帝。

(255)su(255)su(255)su(255)suǒǒǒǒ xxxxīīīī yyyyèèèè．qqqqìììì llllīīīī ddddāāāānnnn。

索醯夜．讫唎担。

(256)p(256)p(256)p(256)píííí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shshshshéééé．chchchchēēēēnnnn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257)j(257)j(257)j(257)jīīīī llllàààà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鸡啰夜弥。

(258)nu(258)nu(258)nu(258)nuóóóó jijijijiēēēē nunununuóóóó．shshshshěěěě llllàààà ppppóóóó nnnnáááá．qqqqìììì llllīīīī ddddāāāānnnn。

那揭那．舍啰婆拏．讫唎担。

(259)p(259)p(259)p(259)píííí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shshshshéééé．chchchchēēēēnnnn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260)j(260)j(260)j(260)jīīīī llllàààà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鸡啰夜弥。

(261)(261)(261)(261)āāāā lulululuóóóó hhhhàààànnnn．qqqqìììì llllīīīī ddddāāāānnnn ppppíííí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shshshshéééé．chchchchēēēēnnnn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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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罗汉．讫唎担．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262)j(262)j(262)j(262)jīīīī llllàààà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鸡啰夜弥。

(263)p(263)p(263)p(263)píííí dudududuōōōō llllàààà qiqiqiqiéééé．qqqqìììì llllīīīī ddddāāāānnnn。

毗多啰伽．讫唎担。

(264)p(264)p(264)p(264)píííí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shshshshéééé．chchchchēēēēnnnn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265)j(265)j(265)j(265)jīīīī llllàààà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bbbbáááá shshshshéééé llllàààà bbbbōōōō nnnnǐǐǐǐ。

鸡啰夜弥．跋阇啰波你。

(266)j(266)j(266)j(266)jùùùù xxxxīīīī yyyyèèèè．jjjjùùùù xxxxīīīī yyyyèèèè。

具醯夜．具醯夜。

(267)ji(267)ji(267)ji(267)jiāāāā ddddìììì bbbbōōōō ddddìììì．qqqqìììì llllīīīī ddddāāāānnnn。

迦地般帝．讫唎担。

(268)p(268)p(268)p(268)píííí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shshshshéééé．chchchchēēēēnnnn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269)j(269)j(269)j(269)jīīīī llllàààà yyyyèèèè mmmmíííí。

鸡啰夜弥。

(270)l(270)l(270)l(270)làààà chchchchāāāā wwwwǎǎǎǎngngng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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啰叉罔。

(271)p(271)p(271)p(271)póóóó qiqiqiqiéééé ffffàààànnnn。

婆伽梵。

(272)y(272)y(272)y(272)yììììnnnn ttttùùùù nunununuóóóó．mmmmóóóó mmmmóóóó xixixixiěěěě。

印兔那．麼麼写。

第四会 （273273273273—332332332332）

(273)p(273)p(273)p(273)póóóó qiqiqiqiéééé ffffàààànnnn。

婆伽梵。

(274)s(274)s(274)s(274)sàààà ddddáááá dudududuōōōō．bbbbōōōō ddddáááá llllàààà。

萨怛多．般怛啰。

(275)n(275)n(275)n(275)nāāāā mmmmóóóó cucucucuìììì ddddūūūū ddddìììì。

南无 粹都帝。

(276)(276)(276)(276)āāāā xxxxīīīī dudududuōōōō．nunununuóóóó llllàààà llllàààà jijijijiāāāā。

阿悉多．那啰剌迦。

(277)b(277)b(277)b(277)bōōōō llllàààà ppppóóóó．xxxxīīīī ppppǔǔǔǔ zhzhzhzhàààà。

波啰婆．悉普吒。

(278)p(278)p(278)p(278)píííí jijijijiāāāā ssssàààà ddddáááá dudududuōōōō．bbbbōōōō ddddìììì llllīīīī。

毗迦萨怛多．钵帝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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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sh(279)sh(279)sh(279)shíííí ffffóóóó llllàààà．shshshshíííí ffffóóóó llllàààà。

什佛啰．什佛啰。

(280)tu(280)tu(280)tu(280)tuóóóó llllàààà tutututuóóóó llllàààà。

陀啰陀啰。

(281)p(281)p(281)p(281)píííínnnn tutututuóóóó llllàààà．ppppíííínnnn tutututuóóóó llllàààà．chchchchēēēēnnnn tutututuóóóó chchchchēēēēnnnn tutututuóóóó。

频陀啰．频陀啰．瞋陀瞋陀。

(282)h(282)h(282)h(282)hǔǔǔǔ xxxxīīīīnnnn。

虎昕。

(283)h(283)h(283)h(283)hǔǔǔǔ xxxxīīīīnnnn。

虎昕。

(284)p(284)p(284)p(284)pàààànnnn zhzhzhzhàààà。

泮吒。

(285)p(285)p(285)p(285)pàààànnnn zhzhzhzhàààà ppppàààànnnn zhzhzhzhàààà ppppàààànnnn zhzhzhzhàààà ppppàààànnnn zhzhzhzhàààà。

泮吒泮吒泮吒泮吒。

(286)su(286)su(286)su(286)suōōōō hhhhēēēē。

娑诃。

(287)x(287)x(287)x(287)xīīīī xxxxīīīī ppppàààànnnn。

醯醯泮。

(288)(288)(288)(288)āāāā mmmmóóóóuuuu jijijijiāāāā yyyyēēēē ppppàààànn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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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牟迦耶泮。

(289)(289)(289)(289)āāāā bbbbōōōō llllàààà．ttttíííí hhhhēēēē dudududuōōōō ppppàààànnnn。

阿波啰．提诃多泮。

(290)p(290)p(290)p(290)póóóó llllàààà bbbbōōōō llllàààà tutututuóóóó ppppàààànnnn。

婆啰波啰陀泮。

(291)(291)(291)(291)āāāā ssssùùùù llllàààà．ppppíííí tutututuóóóó llllàààà．bbbbōōōō jijijijiāāāā ppppàààànnnn。

阿素啰．毗陀啰．波迦泮。

(292)s(292)s(292)s(292)sàààà ppppóóóó ttttíííí ppppíííí bbbbìììì ppppàààànnnn。

萨婆提鞞弊泮。

(293)s(293)s(293)s(293)sàààà ppppóóóó nunununuóóóó qiqiqiqiéééé bbbbìììì ppppàààànnnn。

萨婆那伽弊泮。

(294)s(294)s(294)s(294)sàààà ppppóóóó yyyyààààoooo chchchchāāāā bbbbìììì ppppàààànnnn。

萨婆药叉弊泮。

(295)s(295)s(295)s(295)sàààà ppppóóóó qiqiqiqiáááánnnn ttttàààà ppppóóóó bbbbìììì ppppàààànnnn。

萨婆乾闼婆弊泮。

(296)s(296)s(296)s(296)sàààà ppppóóóó bbbbǔǔǔǔ ddddāāāānnnn nunununuóóóó bbbbìììì ppppàààànnnn。

萨婆补丹那弊泮。

(297)ji(297)ji(297)ji(297)jiāāāā zhzhzhzhàààà bbbbǔǔǔǔ ddddāāāānnnn nunununuóóóó bbbbìììì ppppàààànnnn。

迦吒补丹那弊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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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s(298)s(298)s(298)sàààà ppppóóóó ttttūūūū lllláááángngngng zhzhzhzhǐǐǐǐ ddddìììì bbbbìììì ppppàààànnnn。

萨婆突狼枳帝弊泮。

(299)s(299)s(299)s(299)sàààà ppppóóóó ttttūūūū ssssèèèè bbbbǐǐǐǐ llllíííí．qqqqìììì ssssèèèè ddddìììì bbbbìììì ppppàààànnnn。

萨婆突涩比犂．讫瑟帝弊泮。

(300)s(300)s(300)s(300)sàààà ppppóóóó shshshshíííí ppppóóóó llllíííí bbbbìììì ppppàààànnnn。

萨婆什婆唎弊泮。

(301)s(301)s(301)s(301)sàààà ppppóóóó āāāā bbbbōōōō xxxxīīīī mmmmóóóó llllíííí bbbbìììì ppppàààànnnn。

萨婆阿播悉摩犂弊泮。

(302)s(302)s(302)s(302)sàààà ppppóóóó shshshshěěěě llllàààà ppppóóóó nnnnáááá bbbbìììì ppppàààànnnn。

萨婆舍啰婆拏弊泮。

(303)s(303)s(303)s(303)sàààà ppppóóóó ddddìììì ddddìììì jjjjīīīī bbbbìììì ppppàààànnnn。

萨婆地帝鸡弊泮。

(304)s(304)s(304)s(304)sàààà ppppóóóó ddddáááá mmmmóóóó tutututuóóóó jjjjìììì bbbbìììì ppppàààànnnn。

萨婆怛摩陀继弊泮。

(305)s(305)s(305)s(305)sàààà ppppóóóó ppppíííí tutututuóóóó yyyyēēēē．llllàààà shshshshìììì zhzhzhzhēēēē llllíííí bbbbìììì ppppàààànnnn。

萨婆毗陀耶．啰誓遮犂弊泮。

(306)sh(306)sh(306)sh(306)shéééé yyyyèèèè jijijijiéééé llllàààà．mmmmóóóó ddddùùùù jijijijiéééé llllàààà。

阇夜羯啰．摩度羯啰。

(307)s(307)s(307)s(307)sàààà ppppóóóó llllàààà tutututuōōōō susususuōōōō tutututuóóóó jjjjīīīī bbbbìììì ppppàààànn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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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婆啰他娑陀鸡弊泮。

(308)p(308)p(308)p(308)píííí ddddìììì yyyyèèèè．zhzhzhzhēēēē llllīīīī bbbbìììì ppppàààànnnn。

毗地夜．遮唎弊泮。

(309)zh(309)zh(309)zh(309)zhěěěě ddddūūūū llllàààà．ffffùùùù qqqqíííí nnnnǐǐǐǐ bbbbìììì ppppàààànnnn。

者都啰．缚耆你弊泮。

(310)b(310)b(310)b(310)báááá shshshshéééé llllàààà．jjjjùùùù mmmmóóóó llllīīīī。

跋阇啰．俱摩唎。

(311)p(311)p(311)p(311)píííí tutututuóóóó yyyyèèèè．llllàààà shshshshìììì bbbbìììì ppppàààànnnn。

毗陀夜．啰誓弊泮。

(312)m(312)m(312)m(312)móóóó hhhhēēēē bbbbōōōō llllàààà ddddīīīīngngngng yyyyáááángngngng．yyyyìììì qqqqíííí llllīīīī bbbbìììì ppppàààànnnn。

摩诃波啰丁羊．乂耆唎弊泮。

(313)b(313)b(313)b(313)báááá shshshshéééé llllàààà．shshshshāāāāngngngng jijijijiéééé llllàààà yyyyèèèè。

跋阇啰．商羯啰夜。

(314)b(314)b(314)b(314)bōōōō llllàààà zhzhzhzhààààngngngng qqqqíííí．llllàààà shshshshéééé yyyyēēēē ppppàààànnnn。

波啰丈耆．啰阇耶泮。

(315)m(315)m(315)m(315)móóóó hhhhēēēē jijijijiāāāā llllàààà yyyyèèèè。

摩诃迦啰夜。

(316)m(316)m(316)m(316)móóóó hhhhēēēē mmmmòòòò ddddáááá llllīīīī jijijijiāāāā nnnnáááá。

摩诃末怛唎迦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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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n(317)n(317)n(317)nāāāā mmmmóóóó susususuōōōō jijijijiéééé llllīīīī dudududuōōōō yyyyèèèè ppppàààànnnn。

南无 娑羯唎多夜泮。

(318)b(318)b(318)b(318)bìììì ssssèèèè nnnnáááá ppppíííí yyyyèèèè ppppàààànnnn。

毖瑟拏婢曳泮。

(319)b(319)b(319)b(319)bóóóó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mmmmóóóóuuuu nnnníííí yyyyèèèè ppppàààànnnn。

勃啰诃牟尼曳泮。

(320)(320)(320)(320)āāāā qqqqíííí nnnníííí yyyyèèèè ppppàààànnnn。

阿耆尼曳泮。

(321)m(321)m(321)m(321)móóóó hhhhēēēē jijijijiéééé llllīīīī yyyyèèèè ppppàààànnnn。

摩诃羯唎曳泮。

(322)ji(322)ji(322)ji(322)jiéééé llllàààà ttttáááánnnn chchchchíííí yyyyèèèè ppppàààànnnn。

羯啰檀遲曳泮。

(323)mi(323)mi(323)mi(323)mièèèè ddddáááá llllīīīī yyyyèèèè ppppàààànnnn。

蔑怛唎曳泮。

(324)l(324)l(324)l(324)lààààoooo ddddáááá llllīīīī yyyyèèèè ppppàààànnnn。

唠怛唎曳泮。

(325)zh(325)zh(325)zh(325)zhēēēē wwwwéééénnnn chchchcháááá yyyyèèèè ppppàààànnnn。

遮文茶曳泮。

(326)ji(326)ji(326)ji(326)jiéééé lulululuóóóó llllàààà ddddáááá llllīīīī yyyyèèèè ppppàààànn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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羯逻啰怛唎曳泮。

(327)ji(327)ji(327)ji(327)jiāāāā bbbbōōōō llllīīīī yyyyèèèè ppppàààànnnn。

迦般唎曳泮。

(328)(328)(328)(328)āāāā ddddìììì mmmmùùùù zhzhzhzhìììì dudududuōōōō．jijijijiāāāā shshshshīīīī mmmmóóóó shshshshěěěě nunununuóóóó。

阿地目质多．迦尸摩舍那。

(329)p(329)p(329)p(329)póóóó ssssīīīī nnnnǐǐǐǐ yyyyèèèè ppppàààànnnn。

婆私你曳泮。

(330)y(330)y(330)y(330)yǎǎǎǎnnnn jjjjíííí zhzhzhzhìììì。

演吉质。

(331)s(331)s(331)s(331)sàààà dudududuǒǒǒǒ ppppóóóó xixixixiěěěě。

萨埵婆写。

(332)m(332)m(332)m(332)móóóó mmmmóóóó．yyyyììììnnnn ttttùùùù nunununuóóóó．mmmmóóóó mmmmóóóó xixixixiěěěě。

麼麼．印兔那．麼麼写。

第五会 （333333333333—427427427427）

(333)t(333)t(333)t(333)tūūūū ssssèèèè zhzhzhzhàààà zhzhzhzhìììì dudududuōōōō。

突瑟吒质多。

(334)(334)(334)(334)āāāā mmmmòòòò ddddáááá llllīīīī zhzhzhzhìììì dudududuōōōō。

阿末怛唎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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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w(335)w(335)w(335)wūūūū shshshshéééé hhhhēēēē llllàààà。

乌阇诃啰。

(336)qi(336)qi(336)qi(336)qiéééé ppppóóóó hhhhēēēē llllàààà。

伽婆诃啰。

(337)l(337)l(337)l(337)lúúúú ddddìììì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llllàààà。

嚧地啰诃啰。

(338)p(338)p(338)p(338)póóóó susususuōōōō hhhhēēēē llllàààà。

婆娑诃啰。

(339)m(339)m(339)m(339)móóóó shshshshéééé hhhhēēēē llllàààà。

摩阇诃啰。

(340)sh(340)sh(340)sh(340)shéééé dudududuōōōō hhhhēēēē llllàààà。

阇多诃啰。

(341)sh(341)sh(341)sh(341)shìììì bbbbìììì dudududuōōōō hhhhēēēē llllàààà。

视毖多诃啰。

(342)b(342)b(342)b(342)báááá llllüèüèüèüè yyyyèèèè hhhhēēēē llllàààà。

跋略夜诃啰。

(343)qi(343)qi(343)qi(343)qiáááánnnn tutututuóóóó hhhhēēēē llllàààà。

乾陀诃啰。

(344)b(344)b(344)b(344)bùùùù shshshshǐǐǐǐ bbbbōōōō hhhhēēēē llllààà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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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史波诃啰。

(345)p(345)p(345)p(345)pōōōō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llllàààà。

颇啰诃啰。

(346)p(346)p(346)p(346)póóóó xixixixiěěěě hhhhēēēē llllàààà。

婆写诃啰。

(347)b(347)b(347)b(347)bōōōō bbbbōōōō zhzhzhzhìììì dudududuōōōō。

般波质多。

(348)t(348)t(348)t(348)tūūūū ssssèèèè zhzhzhzhàààà zhzhzhzhìììì dudududuōōōō。

突瑟吒质多。

(349)l(349)l(349)l(349)lààààoooo tutututuóóóó llllàààà zhzhzhzhìììì dudududuōōōō。

唠陀啰质多。

(350)y(350)y(350)y(350)yààààoooo chchchchāāāā 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药叉揭啰诃。

(351)l(351)l(351)l(351)làààà chchchchàààà susususuōōōō．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啰剎娑．揭啰诃。

(352)b(352)b(352)b(352)bìììì llllíííí dudududuōōōō．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闭隸多．揭啰诃。

(353)p(353)p(353)p(353)píííí shshshshěěěě zhzhzhzhēēēē．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毗舍遮．揭啰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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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b(354)b(354)b(354)bùùùù dudududuōōōō．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部多．揭啰诃。

(355)ji(355)ji(355)ji(355)jiūūūū ppppáááánnnn chchchcháááá．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鸠槃茶．揭啰诃。

(356)x(356)x(356)x(356)xīīīī qiqiqiqiáááánnnn tutututuóóóó．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悉乾陀．揭啰诃。

(357)w(357)w(357)w(357)wūūūū ddddáááá mmmmóóóó tutututuóóóó．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乌怛摩陀．揭啰诃。

(358)ch(358)ch(358)ch(358)chēēēē yyyyèèèè 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车夜．揭啰诃。

(359)(359)(359)(359)āāāā bbbbōōōō ssssàààà mmmmóóóó llllàààà．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阿播萨摩啰．揭啰诃。

(360)zh(360)zh(360)zh(360)zhááááiiii qqqqūūūū ggggéééé．chchchcháááá qqqqíííí nnnníííí．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宅袪革．茶耆尼．揭啰诃。

(361)l(361)l(361)l(361)līīīī ffffóóóó ddddìììì．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唎佛帝．揭啰诃。

(362)sh(362)sh(362)sh(362)shéééé mmmmíííí jijijijiāāāā．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阇弥迦．揭啰诃。

(363)sh(363)sh(363)sh(363)shěěěě jjjjùùùù nnnníííí．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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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俱尼．揭啰诃。

(364)l(364)l(364)l(364)lǎǎǎǎoooo tutututuóóóó llllàààà nnnnáááánnnn ddddìììì jijijijiāāāā．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姥陀啰难地迦．揭啰诃。

(365)(365)(365)(365)āāāā lllláááánnnn ppppóóóó．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阿蓝婆．揭啰诃。

(366)qi(366)qi(366)qi(366)qiáááánnnn ddddùùùù bbbbōōōō nnnníííí．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

乾度波尼．揭啰诃。

(367)sh(367)sh(367)sh(367)shíííí ffffáááá llllàààà．yyyyīīīīnnnn jijijijiāāāā xxxxīīīī jijijijiāāāā。

什伐啰．堙迦醯迦。

(368)zhu(368)zhu(368)zhu(368)zhuìììì ddddìììì yyyyààààoooo jijijijiāāāā。

坠帝药迦。

(369)d(369)d(369)d(369)dáááá llllíííí ddddìììì yyyyààààoooo jijijijiāāāā。

怛隸帝药迦。

(370)zh(370)zh(370)zh(370)zhěěěě ttttūūūū tutututuōōōō jijijijiāāāā。

者突讬迦。

(371)n(371)n(371)n(371)níííí ttttíííí shshshshíííí ffffáááá llllàààà．bbbbìììì shshshshāāāānnnn mmmmóóóó．shshshshíííí ffffáááá llllàààà。

昵提什伐啰．毖钐摩．什伐啰。

(372)b(372)b(372)b(372)bùùùù ddddǐǐǐǐ jijijijiāāāā。

薄底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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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b(373)b(373)b(373)bíííí ddddǐǐǐǐ jijijijiāāāā。

鼻底迦。

(374)sh(374)sh(374)sh(374)shìììì llllìììì ssssèèèè mmmmìììì jijijijiāāāā。

室隸瑟蜜迦。

(375)su(375)su(375)su(375)suōōōō nnnnǐǐǐǐ bbbbōōōō ddddìììì jijijijiāāāā。

娑你般帝迦。

(376)s(376)s(376)s(376)sàààà ppppóóóó shshshshíííí ffffáááá llllàààà。

萨婆什伐啰。

(377)sh(377)sh(377)sh(377)shìììì llllúúúú jjjjíííí ddddìììì。

室嚧吉帝。

(378)m(378)m(378)m(378)mòòòò tutututuóóóó ppppíííí ddddáááá llllúúúú zhzhzhzhìììì jijijijiàààànnnn。

末陀鞞达嚧制剑。

(379)(379)(379)(379)āāāā qqqqǐǐǐǐ llllúúúú qiqiqiqiáááánnnn。

阿绮嚧钳。

(380)m(380)m(380)m(380)mùùùù qiqiqiqiéééé llllúúúú qiqiqiqiáááánnnn。

目佉嚧钳。

(381)ji(381)ji(381)ji(381)jiéééé llllīīīī ttttūūūū llllúúúú qiqiqiqiáááánnnn。

羯唎突嚧钳。

(382)ji(382)ji(382)ji(382)jiēēēē llllàààà hhhhēēēē．jijijijiēēēē lllláááánn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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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啰诃．羯蓝。

(383)ji(383)ji(383)ji(383)jiéééé nnnnáááá shshshshūūūū lllláááánnnn。

羯拏输蓝。

(384)d(384)d(384)d(384)dàààànnnn dudududuōōōō shshshshūūūū lllláááánnnn。

惮多输蓝。

(385)q(385)q(385)q(385)qìììì llllīīīī yyyyèèèè shshshshūūūū lllláááánnnn。

迄唎夜输蓝。

(386)m(386)m(386)m(386)mòòòò mmmmòòòò shshshshūūūū lllláááánnnn。

末麼输蓝。

(387)b(387)b(387)b(387)báááá llllīīīī shshshshìììì ppppóóóó shshshshūūūū lllláááánnnn。

跋唎室婆输蓝。

(388)b(388)b(388)b(388)bìììì llllìììì ssssèèèè zhzhzhzhàààà shshshshūūūū lllláááánnnn。

毖栗瑟吒输蓝。

(389)w(389)w(389)w(389)wūūūū tutututuóóóó llllàààà shshshshūūūū lllláááánnnn。

乌陀啰输蓝。

(390)ji(390)ji(390)ji(390)jiéééé zhzhzhzhīīīī shshshshūūūū lllláááánnnn。

羯知输蓝。

(391)b(391)b(391)b(391)báááá xxxxīīīī ddddìììì shshshshūūūū lllláááánnnn。

跋悉帝输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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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w(392)w(392)w(392)wūūūū llllúúúú shshshshūūūū lllláááánnnn。

邬嚧输蓝。

(393)ch(393)ch(393)ch(393)cháááángngngng qiqiqiqiéééé shshshshūūūū lllláááánnnn。

常伽输蓝。

(394)h(394)h(394)h(394)hēēēē xxxxīīīī dudududuōōōō shshshshūūūū lllláááánnnn。

喝悉多输蓝。

(395)b(395)b(395)b(395)báááá tutututuóóóó shshshshūūūū lllláááánnnn。

跋陀输蓝。

(396)su(396)su(396)su(396)suōōōō ffffáááángngngng yyyyààààngngngng qiqiqiqiéééé．bbbbōōōō llllàààà zhzhzhzhààààngngngng qiqiqiqiéééé shshshshūūūū lllláááánnnn。

娑房盎伽．般啰丈伽输蓝。

(397)b(397)b(397)b(397)bùùùù dudududuōōōō bbbbìììì dudududuòòòò chchchcháááá。

部多毖跢茶。

(398)ch(398)ch(398)ch(398)cháááá qqqqíííí nnnníííí．shshshshíííí ppppóóóó llllàààà。

茶耆尼．什婆啰。

(399)tu(399)tu(399)tu(399)tuóóóó ttttūūūū llllúúúú jijijijiāāāā．jijijijiàààànnnn dudududuōōōō llllúúúú jjjjíííí zhzhzhzhīīīī．ppppóóóó llllùùùù dudududuōōōō ppppíííí。

陀突嚧迦．建咄嚧吉知．婆路多毗。

(400)s(400)s(400)s(400)sàààà bbbbōōōō llllúúúú hhhhēēēē llllííííngngngng qiqiqiqiéééé。

萨般嚧诃凌伽。

(401)sh(401)sh(401)sh(401)shūūūū shshshshāāāā ddddáááá llllàààà susususuōōōō nunununuóóóó jijijijiéééé llllààà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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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沙怛啰．娑那羯啰。

(402)p(402)p(402)p(402)píííí shshshshāāāā yyyyùùùù jijijijiāāāā。

毗沙喻迦。

(403)(403)(403)(403)āāāā qqqqíííí nnnníííí．wwwwūūūū tutututuóóóó jijijijiāāāā。

阿耆尼．乌陀迦。

(404)m(404)m(404)m(404)mòòòò llllàààà ppppíííí llllàààà jijijijiàààànnnn dudududuòòòò llllàààà。

末啰鞞啰．建跢啰。

(405)(405)(405)(405)āāāā jijijijiāāāā llllàààà mmmmìììì llllīīīī dudududuōōōō．ddddáááá lilililiǎǎǎǎnnnn bbbbùùùù jijijijiāāāā。

阿迦啰蜜唎咄．怛敛部迦。

(406)d(406)d(406)d(406)dìììì llllìììì llllàààà zhzhzhzhàààà。

地栗剌吒。

(407)b(407)b(407)b(407)bìììì llllīīīī ssssèèèè zhzhzhzhìììì jijijijiāāāā。

毖唎瑟质迦。

(408)s(408)s(408)s(408)sàààà ppppóóóó nunununuóóóó jjjjùùùù llllàààà。

萨婆那俱啰。

(409)s(409)s(409)s(409)sìììì yyyyǐǐǐǐnnnn qiqiqiqiéééé bbbbìììì．jijijijiēēēē llllàààà llllīīīī yyyyààààoooo chchchchāāāā．ddddáááá llllàààà chchchchúúúú。

肆引伽弊．揭啰唎药叉．怛啰刍。

(410)m(410)m(410)m(410)mòòòò llllàààà shshshshìììì．ffffèèèèiiii ddddìììì shshshshāāāānnnn．susususuōōōō ppppíííí shshshshāāāānnnn。

末啰视．吠帝钐．娑鞞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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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x(411)x(411)x(411)xīīīī ddddáááá dudududuōōōō．bbbbōōōō ddddáááá llllàààà。

悉怛多．钵怛啰。

(412)m(412)m(412)m(412)móóóó hhhhēēēē bbbbáááá shshshshéééé llllúúúú ssssèèèè nnnníííí shshshshāāāānnnn。

摩诃跋阇嚧瑟尼钐。

(413)m(413)m(413)m(413)móóóó hhhhēēēē bbbbōōōō llllààààiiii zhzhzhzhààààngngngng qqqqíííí lllláááánnnn。

摩诃般赖丈耆蓝。

(414)y(414)y(414)y(414)yèèèè bbbbōōōō ttttūūūū tutututuóóóó．shshshshěěěě yyyyùùùù shshshshéééé nunununuóóóó。

夜波突陀．舍喻阇那。

(415)bi(415)bi(415)bi(415)biàààànnnn ddddáááá llllíííí nnnnáááá。

辮怛隸拏。

(416)p(416)p(416)p(416)píííí tutututuóóóó yyyyēēēē．ppppáááánnnn ttttáááánnnn jijijijiāāāā llllúúúú mmmmíííí。

毗陀耶．槃昙迦嚧弥。

(417)d(417)d(417)d(417)dìììì shshshshūūūū．ppppáááánnnn ttttáááánnnn jijijijiāāāā llllúúúú mmmmíííí。

帝殊．槃昙迦嚧弥。

(418)b(418)b(418)b(418)bōōōō llllàààà ppppíííí tutututuóóóó．ppppáááánnnn ttttáááánnnn jijijijiāāāā llllúúúú mmmmíííí。

般啰毗陀．槃昙迦嚧弥。

(419)du(419)du(419)du(419)duòòòò zhzhzhzhíííí tutututuōōōō。

跢姪他。

(420)(420)(420)(420)ǎǎǎǎnn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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唵。

(421)(421)(421)(421)āāāā nunununuóóóó llllíííí。

阿那隸。

(422)p(422)p(422)p(422)píííí shshshshěěěě ttttíííí。

毗舍提。

(423)p(423)p(423)p(423)píííí llllàààà bbbbáááá shshshshéééé llllàààà tutututuóóóó llllīīīī。

鞞啰跋阇啰陀唎。

(424)p(424)p(424)p(424)páááánnnn tutututuóóóó ppppáááánnnn tutututuóóóó nnnnǐǐǐǐ。

槃陀槃陀你。

(425)b(425)b(425)b(425)báááá shshshshéééé llllàààà．bbbbààààngngngng nnnníííí ppppàààànnnn。

跋阇啰．谤尼泮。

(426)h(426)h(426)h(426)hǔǔǔǔ xxxxīīīīnnnn．ddddūūūū llllúúúú yinyinyinyin ppppàààànnnn。

虎昕．都嚧甕泮。

(427)su(427)su(427)su(427)suōōōō ppppóóóó hhhhēēēē。

莎婆诃。

（此咒凡四百二十七句，二千六百二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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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咒大悲咒大悲咒大悲咒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

nananana momomomo hehehehe lalalala dadadada nuonuonuonuo．duoduoduoduo lalalala yeyeyeye yeyeyeye....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

nananana momomomo eeee lililili yeyeyeye．popopopo lulululu jiejiejiejie didididi....

南無阿唎耶·婆盧羯帝·

shuoshuoshuoshuo bobobobo lalalala yeyeyeye．pupupupu titititi sasasasa duoduoduoduo popopopo yeyeyeye....

爍缽囉耶·菩提薩埵婆耶·

momomomo hehehehe sasasasa dddduouououo popopopo yeyeyeye．momomomo hehehehe jiajiajiajia lulululu nininini jiajiajiajia ye.ye.ye.ye.

摩訶薩埵婆耶· 摩訶迦盧尼迦耶·

anananan sasasasa panpanpanpan lalalala fafafafa yeyeyeye．sssshuhuhuhu dadadada nuonuonuonuo dadadada xie.xie.xie.xie.

唵 薩皤囉罰曳·數怛那怛寫·

nananana momomomo xixixixi jijijiji lililili duoduoduoduo．yiyiyiyi mengmengmengmeng eeee lililili ye.ye.ye.ye.

南無悉吉慄埵·伊蒙阿唎耶·

popopopo lulululu jijijiji didididi．shishishishi fofofofo lalalala lenglenglengleng tuotuotuotuo po.po.po.po.

婆盧吉帝·室佛囉愣馱婆·

nananana momomomo nuonuonuonuo lalalala jinjinjinjin chichichichi．xixixixi lililili momomomo hehehehe．panpanpanpan duoduoduoduo sasasasa miemiemiem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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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那囉謹墀·醯唎摩訶·皤哆沙咩·

sasasasa popopopo eeee tuotuotuotuo．doudoudoudou shushushushu pengpengpengpeng．eeee shishishishi yunyunyunyun....

薩婆阿他·豆輸朋·阿逝孕·

sasasasa popopopo sasasasa duoduoduoduo．nananana momomomo popopopo sasasasa duoduoduoduo....

薩婆薩哆·那摩婆薩哆·

nananana momomomo popopopo qieqieqieqie．momomomo fafafafa tetetete doudoudoudou．dadadada zhizhizhizhi tuotuotuotuo....

那摩婆伽·摩罰特豆·怛姪他·

anananan eeee popopopo lulululu xixixixi．lulululu jiajiajiajia didididi．jiajiajiajia lalalala didididi．yiyiyiyi xixixixi li.li.li.li.

唵 阿婆盧醯·盧迦帝·迦羅帝·夷醯唎·

momomomo hehehehe pupupupu titititi sasasasa duoduoduoduo．sasasasa popopopo sasasasa popopopo．momomomo lalalala momomomo lalalala....

摩訶菩提薩埵·薩婆薩婆·摩囉摩囉·

momomomo xixixixi momomomo xixixixi．lililili tuotuotuotuo yunyunyunyun．jujujuju lulululu jujujuju lulululu．jiejiejiejie mengmengmengmeng....

摩醯摩醯·唎馱孕·俱盧俱盧·羯蒙·

dudududu lulululu dudududu lulululu．fafafafa sheshesheshe yeyeyeye di.di.di.di.

度盧度盧·罰闍耶帝·

momomomo hehehehe fafafafa sheshesheshe yeyeyeye didididi．tuotuotuotuo lalalala tuotuotuotuo lalalala．didididi lililili nininini ....

摩訶罰闍耶帝·陀囉陀囉·地唎尼·

shishishishi fofofofo lalalala yeyeyeye．zhezhezhezhe lalalala zhezhezhezhe lalalala．momomomomomomomo fafafafa momomomo la.la.la.la.

室佛囉耶·遮囉遮囉·麽麼罰摩囉·

mumumumu didididi lililili．yiyiyiyi xixixixi yiyiyiyi xixixixi．shishishishi nuonuonuonuo shishishishi nuonuonuonuo．eeee lalalala shen.shen.shen.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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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帝隸·伊醯伊醯·室那室那·阿囉參·

fofofofo lalalala sheshesheshe lililili．fafafafa shashashasha fafafafa shenshenshenshen．fofofofo lalalala sheshesheshe ye.ye.ye.ye.

佛囉舍利·罰沙罰參·佛囉舍耶·

huhuhuhu lulululu huhuhuhu lulululu momomomo lalalala．huhuhuhu lulululu huhuhuhu lulululu xixixixi li.li.li.li.

呼嚧呼嚧摩囉·呼嚧呼嚧醯利·

suosuosuosuo lalalala suosuosuosuo lalalala．xixixixi lililili xixixixi lililili．susususu lulululu susususu lu.lu.lu.lu.

娑囉娑囉·悉唎悉唎·蘇嚧蘇嚧·

pupupupu titititi yeyeyeye．pupupupu titititi yeyeyeye．pupupupu tuotuotuotuo yeyeyeye．pupupupu tuotuotuotuo ye.ye.ye.ye.

菩提夜·菩提夜·菩馱夜·菩馱夜·

midimidimidimidi lililili yeyeyeye．nuonuonuonuo lalalala jinjinjinjin chichichichi．didididi lililili sesesese nininini nuonuonuonuo．popopopo yeyeyeye momomomo nuo.nuo.nuo.nuo.

彌帝利夜·那囉謹墀·地利瑟尼那·波夜摩那·

suosuosuosuo popopopo hehehehe．xixixixi tuotuotuotuo ye.ye.ye.ye.

娑婆訶·悉陀夜·

suosuosuosuo popopopo hehehehe．momomomo hehehehe xixixixi tuotuotuotuo ye.ye.ye.ye.

娑婆訶·摩訶悉陀夜·

suosuosuosuo popopopo hehehehe．xixixixi tuotuotuotuo yuyuyuyu yiyiyiyi．shishishishi panpanpanpan lalalala ye.ye.ye.ye.

娑婆訶·悉陀喻藝·室皤囉耶·

suosuosuosuo popopopo hehehehe．nuonuonuonuo lalalala jinjinjinjin chi.chi.chi.chi.

娑婆訶·那囉謹墀·

suosuosuosuo popopopo hehehehe．momomomo lalalala nuonuonuonuo la.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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娑婆訶·摩囉那囉·

suosuosuosuo popopopo hehehehe．xixixixi lalalala sengsengsengseng．eeee mumumumu qieqieqieqie yeyeyeye....

娑婆訶·悉囉僧·阿穆佉耶·

suosuosuosuo popopopo hehehehe．suosuosuosuo popopopo momomomo hehehehe．eeee xixixixi tuotuotuotuo ye.ye.ye.ye.

娑婆訶·娑婆摩訶·阿悉陀夜·

suosuosuosuo popopopo hehehehe．zhezhezhezhe jijijiji lalalala．eeee xixixixi tuotuotuotuo ye.ye.ye.ye.

娑婆訶·者吉囉·阿悉陀夜·

suosuosuosuo popopopo hehehehe．bobobobo tuotuotuotuo momomomo．jiejiejiejie xixixixi tuotuotuotuo ye.ye.ye.ye.

娑婆訶·波陀摩·羯悉陀夜·

suosuosuosuo popopopo hehehehe．nuonuonuonuo lalalala jinjinjinjin chichichichi．panpanpanpan qieqieqieqie lalalala ye.ye.ye.ye.

娑婆訶· 那囉謹墀· 皤伽囉耶·

suosuosuosuo popopopo hehehehe．momomomo popopopo lililili．shengshengshengsheng jiejiejiejie lalalala yeyeyeye．suosuosuosuo popopopo he.he.he.he.

娑婆訶·摩婆利·勝羯囉夜·娑婆訶·

nananana momomomo hehehehe lalalala dadadada nuonuonuonuo．duoduoduoduo lalalala yeyeyeye ye.ye.ye.ye.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

nananana momomomo eeee lililili yeyeyeye．popopopo lulululu jijijiji didididi．shuoshuoshuoshuo panpanpanpan lalalala yeyeyeye．suosuosuosuo popopopo he.he.he.he.

南無阿唎耶·婆嚧吉帝·爍皤囉夜·娑婆訶·

anananan xixixixi diandiandiandian dudududu．manmanmanman duoduoduoduo lalalala．babababa tuotuotuotuo yeyeyeye．suosuosuosuo popopopo he.he.he.he.

唵 悉殿都·漫多囉·跋陀耶·娑婆訶·



- 52 -

大悲咒之概言

观世音菩萨言：大慈悲心是平等心、是无为心、是无染著

心、是空观心、是恭敬心、是卑下心、是无杂乱心、是无见取

心、是无上菩提心、是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

一、观世音菩萨大悲咒的因缘

1、为诸众生得安乐故。 2、除一切病故。

3、得寿命故。 4、得富饶故。

5、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 6、离障难故。

7、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 8、成就一切诸善根故。

9、远杂一切诸怖畏故。 10、速能满足一切诸希求故。

二、诵持大悲咒的功德利益

1、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授手。

2、欲生何等佛土，随愿皆得往生。

3、不堕三恶道。

4、能生诸佛国。

5、得无量三昧辩才。

6、诵持大悲神咒者，于现在生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者，不

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唯除不善、除不至诚。

7、若诸女人厌贱女身欲成男子身，诵持大悲陀罗尼章句，

若不转女身成男子身者，我誓不成正觉，生少疑心者，必不果

遂也。

8、若诸众生侵损常住饮食财物，千佛出世不通忏悔，纵忏

亦不除灭，今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

（1）若侵损、食用常住饮食、财物，要对十方师忏谢，然

始除灭。

（2）今诵大悲陀罗尼时，十方师即来为作证明，一切罪障

悉皆消灭，一切十恶、五逆、谤人、谤法、破斋、破戒、破塔、

坏寺、偷僧只物、污净梵行，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灭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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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唯除一事，于咒生疑者，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灭，何

况重罪。虽不即灭重罪，犹能远作菩提之因。

9、若诸人天诵持大悲心咒者，不受十五种恶死也。

其恶死者：

（1）不令其饥饿困苦死。 （2）不为枷禁杖楚死。

（3）不为怨家仇对死。 （4）不为军阵相杀死。

（5）不为豺狼恶兽残害死。 （6）不为毒蛇蚖蝎所中死。

（7）不为水火焚漂死。 （8）不为毒药所中死。

（9）不为蛊毒害死。 （10）不为狂乱失念死。

（11）不为山树崖岸坠落死。 （12）不为恶人厌魅死。

（13）不为邪神恶鬼得便死。 （14）不为恶病缠身死。

（15）不为非分自害死。

10、诵持大悲神咒者，得十五种善生者：

（1）所生之处常逢善王。 （2）常生善国。

（3）常值好时。 （4）常逢善友。

（5）身根常得具足。 （6）道心纯熟。

（7）不犯禁戒。 （8）所有眷属恩义和顺。

（9）资具财食常得丰足。 （10）恒得他人恭敬扶接。

（11）所有财宝无他劫夺。 （12）意欲所求皆悉称遂。

（13）龙天善神恒常拥卫。 （14）所生之处见佛闻法。

（15）所闻正法悟甚深义。

若有诵持大悲心陀罗尼者，得如是等十五种善生也，一切

天人应常诵持勿生懈怠。

三、大悲神咒的修法

1、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

一切众生。身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

绝。

2、住于净室，澡浴清净，著净衣服。

3、悬旛、燃灯，备香华、百味饮食以用供养。

4、制心一处，更莫异缘，如法诵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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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小咒十小咒十小咒十小咒

一、如意宝轮王陀罗尼

nāmó fó tuó yě．nā mó dá mó yě．nā mó sēng qié yě．

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

nāmó guān zì zài pú sà mó hē sà．jù dà bēi xīn zhě．

南无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具大悲心者·

dá zhí tuō．ong．zhuó jié là fá dǐ．zhèn duō mò ní．

怛侄他·唵·斫羯啰伐底·震多末尼·

mó hēbō dēng mí．lǔ lǔ lǔ lǔ．dǐ sè zhà．

摩诃钵蹬谜·噜噜噜噜·底瑟吒·

shuò là ā jié lì．shā yè hōng．pō suō hē．

篅啰阿羯利·沙夜吽·癹莎诃·

ong．bō tà mó．zhèn duō mò ní．shuò là hōng．

唵·钵蹋摩·震多末尼·篅攞吽·

ong．bá là tuó．bō dàn mí hōng．

唵·跋喇陀·钵亶谜吽·

功德简介：

此咒是观世音菩萨说的，出自于《如意轮陀罗尼经》，一心

读此咒，能得到佛的智慧、妙法，明白佛法的道理，把烦恼转

成菩提等等种种利益。一心念咒，有求必应，临终时能亲见阿

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率众来迎，当即往生极乐世界。上面是咒

语的全文。“唵·钵蹋摩·震多末尼·篅攞吽”此为大心咒。“唵·

跋喇陀·钵亶谜吽”此为随心咒。余者为根本咒。

最大效用：为观世音菩萨所说，持诵此咒，能佛光普照，

得佛的智能，妙法，明白佛法的道理，把烦恼转成菩提，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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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吉祥如意，幸福平安。

经云。观自在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有大陀罗尼明咒。所

谓无障碍观自在。莲华如意宝轮王。第一希有能于一切所求之

事。随心饶益皆得成就。

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苾刍苾刍尼。邬波索迦邬波斯

迦。发心希求此生现报者。当一心受持此咒。欲受持时。不问

日月星辰吉凶并别修斋戒。亦不假洗浴及以净衣。但止摄心口

诵不懈。百千种事所愿皆成。更无明咒能得与此如意咒王。势

力齐者。乃至日日诵一百八遍。即见观自在等。实叉所译其数

亦同。乃至七日七夜相续而诵。真那译云。应以后夜若平明时

诵一千八遍。乃至每日后夜诵三千遍。流志译云。每常五更诵

一千八十遍。又云。六时时别一千八十遍相续不绝。一一字诵

满三洛叉（梵语一洛叉，此云十万数）。又云。若比丘比丘尼诵

一百八遍。若男子诵一百六遍。若女人诵一百三遍。若童男诵

一百遍。若童女诵九十遍。此名课法。一切胜事皆获成就。

二、消灾吉祥神咒

nāmó sān mǎn duō．mǔ tuó nán．ā bōlàdǐ．hè duō shě．

曩谟三满哆·母驮喃·阿钵啰底·贺多舍·

suō láng nán．dá zhí tuō．

娑曩喃·怛侄他·

ong．qiéqié．qiéxì．qiéxì．hōng hōng．

唵·佉佉·佉呬·佉呬·吽吽·

rù wā là．rù wā là．bō là rù wā là．bō là rù wā là．

入嚩啰·入嚩啰·钵啰入嚩啰·钵啰入嚩啰·

dǐ sè chà．dǐ sè chà．sè zhì lǐ．sè zhì lǐ．

底瑟姹·底瑟姹·瑟致哩·瑟致哩·

suō pō zhà．suō pō zh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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娑癹吒·娑癹吒·

shàn dǐ jiā．shì lǐ yì．suō pó hē．

扇底迦·室哩曳·娑嚩诃·

功德简介：

此神咒是《早晚课诵集》中十小咒之一，是释迦牟尼佛在

净居天上说的，出自于《消灾吉祥经》。多读此咒可以消除灾难，

带来吉祥。经中说“若诵此咒一百八遍，灾难即除，吉祥随至”。

按佛学大辞典：消灾吉祥咒为禅林所用四陀罗尼之一，亦

为密教通用之息灾法。又称消灾咒、消灾真言、消灾陀罗尼。

乃消除诸种灾害，成就吉祥事之神咒。出于《炽盛光大威德消

灾吉祥陀罗尼经》（唐代不空译）及《大威德金轮佛炽盛光如来

消灭一切灾难陀罗尼经》（译于唐代，译者佚名）。敕修百丈清

规卷一所述：祈晴祈雨，皆用此咒。

二经同本异译。此中说之。经曰：念此陀罗尼一百八遍或

一千遍。若一日二日三日乃至七日。依法修饰坛场。至心受持

读诵。一切灾难皆悉消灭不能为害。……此陀罗尼。一切如来同

共宣说。若有苾刍苾刍尼族姓男族姓女。受持读诵此陀罗尼者。

能成就八万种吉祥事。能除灭八万种不吉祥事。……

三、功德宝山神咒

nā mó fó tuó yě．nā mó dá mó yě．nā mó sēng qié yě．

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

ōng．xī dì hù lǔ lǔ．xī dū lǔ．zhǐ lì bō．jí lì pó．

唵·悉帝护噜噜·悉都噜·只利波·吉利婆·

xī dá lǐ．bù lǔ lǐ．suō pó hē．

悉达哩·布噜哩·娑嚩诃·

功德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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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宝山神咒是《早晚课诵集》中十小咒之一。诚心读诵

此咒，可以消除罪业，不堕地狱，往生极乐净土。

诵此咒一遍，如礼大佛、名经、四万五千四百遍，所造众

业，纵愈世界微尘数，应堕阿鼻地狱者，虔持此咒，临终亦能

往生西方，其功效之大可知矣。

四、准提神咒

稽首皈依苏悉帝 头面顶礼七俱胝

我今称赞大准提 唯愿慈悲垂加护

nā mó sà duō nán．sān miǎo sān pú tuó．

南无 飒哆喃· 三藐三菩陀·

jù zhī nán．dá zhí tuō．

俱胝喃· 怛侄他·

ǎn zhé lì zhǔ lì．zhǔn tí suō pó hē.

唵 折戾·主戾·准提娑婆诃·

功德简介：

此咒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出自《准提陀罗尼经》。佛言：此咒能灭十

恶五逆一切罪障，成就一切白法功德。持此咒者，不问在家出家、饮酒

食肉、有妻子，不拣净秽，但至心持诵，能使短命众生增寿无量。迦摩

罗疾尚得除差，何况余病！若不消灭，无有是处。若诵满四十九日，准

提菩萨令二圣者常随其人，所有善恶心之所念，皆于耳边一一具报。若

有无福、无相、求官不遂、贫苦所逼者，常诵此咒，能令现世得轮王福，

所求官位必得称遂。（禅宗《传灯录》中引古人云：俱胝只念三行咒，便

得名超一切人是也。）若求智慧得大智慧，求男女者便得男女。凡有所求，

无不称遂，似如意珠，一切随心。（若只诵“唵·折戾主戾·准提娑婆诃”

咒心亦可，准提菩萨同样感应；若时间和地点不便，或卧或坐或立或行，

均可诚心念诵，出声默念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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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

ōng．nàmó bā gé wǎ dì．ā bālà mìtà．ā yōu lǐ ā nà．

唵·捺摩巴葛瓦帝·阿巴啰密沓·阿优哩阿纳·

sū bì nǐ．shízhítà．diézuǒlàzǎiyě．dá tǎ gě dá yě．

苏必你·实执沓·牒左啰宰也·怛塔哿达也·

ā là hē dì．sān yào sān bú dá yě．dá nǐ yě tǎ．

阿啰诃帝·三药三不达也·怛你也塔·

ōng．sà lǐ bā．sāng sī gé lǐ．bā lǐ shù tà．

唵·萨哩巴·桑斯葛哩·叭哩述沓·

dá là mǎ dì．gě gě nà．sāng mǎ wù gě dì．

达啰马帝·哿哿捺·桑马兀哿帝·

suō bā wǎbǐ shù dì．mǎ hē nà yě．bālǐ wǎlǐ suō hē．

莎巴瓦比述帝·马喝捺也·叭哩瓦哩娑喝·

功德简介：

此陀罗尼是《早晚课诵集》中十小咒之一。

此咒出自《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这是

释迦牟尼佛说的。诚心持诵此咒能使众生消除短命夭折，增寿

吉祥，速证菩提，早日成佛。

六、药师灌顶真言

nāmó bó qié fá dì．píshāshè．jù lǔ bìliú lí．

南谟 薄伽伐帝·鞞杀社·窭噜薛琉璃·

bō lá pó．hé là shé yě．dá tuō jiē duō yě．

钵喇婆·喝啰阇也·怛他揭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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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 làhēdì．sān miǎo sān bó tuó yě．dá zhítuō．

阿啰喝帝· 三藐三勃陀耶· 怛侄他·

ong píshāshì．píshāshì．píshāshè．

唵· 鞞杀逝· 鞞杀逝· 鞞杀社·

sān mó jiē dì suō hē．

三没揭帝莎诃·

功德简介：

此药师佛灌顶真言是《早晚课诵集》中十小咒之一，出自《药师琉

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常常念诵此咒，可以健康长寿，临终时可以往生

净土琉璃世界，或者由八大菩萨护送到西方极乐世界。

此咒有大威德，若能念诵药师真言，即可消除病苦，延年益寿。如

言：“曼殊师利！若见男子女人有病苦者，应当一心，为彼病人，常清净

澡漱，或食，或药，或无虫水。咒一百遍，与彼服食，所有病苦悉皆消

灭。若有所求，志心念诵，皆得如是，无病延年。命终之后，生彼世界，

得不退转，乃至菩提。”此言于此真言若自诵，若教人诵，皆得消灾获福

者也。

“药师灌顶真言”治理众生，使得消灾免难、去病却苦。修持读颂

能拔一切业障、护持身心安康、得无量福慧。

由于药师如来的弘深誓愿，无尽功德，一方面促使众生早成佛道，

另一方面也能满足众生现世的安乐和福报。清朝的玉琳国师一读《药师

经》，便额手失声，愿人人入如来的愿海。国师的《药师经》题语说：“予

见世人顺境沦溺者不一，富贵可畏甚于贫贱。今此如来，使人所求如愿，

遂从此永不退道，直至菩提。则欲于王臣长者，一切人中，作同事摄，

不乘如来愿航，何从济乎？”又说：“若于现前富贵功名，未能志清，男

女饮食之欲，未知深厌，则于往生法门，未易生信。即信矣，身修净土，

而心恋娑婆，果何益乎？则求其不离欲钩，而成佛智，处于顺境，不致

沦胥者，固无如修持药师愿海者之殊胜难思也。若能信行，久久不懈，

知不独富贵功名，转女成男，难危迪吉，如如意珠，随愿成就。即得于

一切成就处，直至菩提，永不退转，何幸如之！人间亦有扬州鹤，但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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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功德船。”

七、观音灵感真言

ōng má ní bā mī hōng．mágé níyánà．jīdū tèbādá．

唵嘛呢叭咪吽·麻曷倪牙纳·积都特巴达·

jī tè xiē nà．wēi dá lǐ gé．sà ér wò ér tǎ．

积特些纳·微达哩葛·萨而斡而塔·

bǔ lǐ xī tǎ gé．nà bǔ là nà．nà bǔ lǐ．

卜哩悉塔葛·纳补啰纳·纳卜哩·

diū tè bān nà．nuò má lú jí．shuō là yē suō hē．

丢忒班纳·喏麻嚧吉·说啰耶娑诃·

功德简介：

观音菩萨的灵感真言是《早晚课诵集》中十小咒之一。这

是观世音菩萨的咒语。诚心读诵此咒，可以驱妖辟邪，可解除

灾难，念的遍数越多越好。

此真言最大效用：佛光普照，事事顺利，吉祥如意，幸福

平安。

观音菩萨，誓愿宏深，随感赴应，寻声救苦，观音菩萨的

咒很多，都是随缘而说，只要持之以恒，虔诚所至，必生感应。

八、七佛灭罪真言

lí pó lí pó dì． qiú hē qiú hē dì．tuó luó ní dì．

离婆离婆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

ní hē là dì．pí lí nǐ dì．mó hē qié dì．

尼诃啰帝·毗黎你帝·摩诃伽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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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ēn líng qián dì．suō pó hē．

真陵乾帝·莎婆诃·

功德简介：

此灭罪真言是《早晚课诵集》中十小咒之一。这是释迦牟

尼佛说的，也是过去七佛共说的。诚心诵念此咒，可消除重罪。

此真言最大效用：消灭罪障，平安吉祥，事事顺利，造福

后世。此咒出自《大方等陀罗尼经》，世尊因文殊师利法王子的

请求，而说过去七佛曾诵过的咒。一个人若造了四重五逆罪，

不仅后世受极大苦报，现世也不得平安，为了消灭罪障，最宜

持诵七佛灭罪真言。

九、往生咒（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

na mo a ni duo po ye．duo tuo qie duo ye．

南无阿弥多婆夜·哆他伽多夜·

duo di ye tuo．a mi li du po pi．

哆地夜他·阿弥利都婆毗·

a mi li duo．xi dan po pi．

阿弥利哆·悉耽婆毗·

a mi li duo．pi jia lan di．

阿弥利哆·毗迦兰帝·

a mi li duo．pi jia lan duo．

阿弥利哆·毗迦兰多·

qie mi ni．qie qie nuo．

伽弥腻·伽伽那·

zhi duo jia li．suo po he．

枳多迦利·娑婆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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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简介：

此神咒全称“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简称往

生咒，是《早晚课诵集》中十小咒之一。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诵此咒者，阿弥陀佛常住其顶，

日夜拥护，无令怨家而得其便，现世常得安隐，临命终时任运

往生。

《法苑珠林》卷六十：此之神咒先已流行。功能利益不可

说尽。于晨朝时用杨枝净口散华烧香。佛像前胡跪合掌。口诵

七遍。若二七三七遍。灭四重五逆等罪。现身不为诸横所恼。

命终生无量寿国。又此咒能转女身令成男子。今别勘梵本。并

问真婆罗门僧等。此咒威力不可思议。但旦暮午时各诵一百遍。

能灭四重五逆。拔一切罪根得生西方。若能精诚满二十万遍。

则菩提芽生得不退转。诵满三十万遍。则面见阿弥陀佛。决定

得生安乐净土。

十、大吉祥天女咒（善女天咒）

nā mó fó tuó．nā mó dá mó．nā mó sēng qié．

南无佛陀·南无达摩·南无僧伽·

nā mó shì lì．mó hē tí bí yě．dá nǐ yě tuō．

南无室利·摩诃提鼻耶·怛你也他·

bō lì fù lóu nuó．zhē lì sān màn tuó．dá shě ní．

波利富楼那·遮利三曼陀·达舍尼·

mó hē pí hē luó qié dì．sān màn tuó．

摩诃毗诃罗伽帝·三曼陀·

pí ní qié dì．mó hē jiā lì yě．

毗尼伽帝• 摩诃迦利野·

bō nǐ．bō là．bō nǐ．sà lì wā lì tuō．

波祢·波啰·波祢·萨利嚩栗他·

http://baike.soso.com/v7530426.htm?ch=ch.bk.innerlink
http://baike.soso.com/v266096.htm?ch=ch.bk.innerlink
http://baike.soso.com/v377493.htm?ch=ch.bk.innerlink
http://baike.soso.com/v377493.htm?ch=ch.bk.innerlink
http://baike.soso.com/v6062719.htm?ch=ch.bk.innerlink
http://baike.soso.com/v223526.htm?ch=ch.bk.inner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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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ān màn tuó．xiū bō lí dì．fù lì nuó．ā lì nuó．

三曼陀·修钵犂帝·富隸那·阿利那·

dá mó dì．mó hē pí gǔ bì dì．mó hē mí lè dì．

达摩帝·摩诃毗鼓毕帝·摩诃弥勒帝·

lóu bǒ sēng qí dì．xī dì xǐ．sēng qí xī dì．

娄簸僧祗帝·醯帝簁·僧祗醯帝·

sān màn tuó．ā tuō ā nóu．pó luó ní．

三曼陀·阿他阿莬·婆罗尼·

功德简介：

大吉祥天女咒是《早晚课诵集》中十小咒之一。此咒出自

于《金光明经》，这是善天女说的咒语。善天女也叫大吉祥天女。

念诵此咒语，可以使修行者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并能早成正果。

《佛说大吉祥天女十二名号经》：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

在安乐世界。尔时观自在菩萨。来诣佛所头面礼佛足退坐一面。

尔时大吉祥天女菩萨摩诃萨。亦往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尔

时世尊。为欲利益薄福贫穷诸有情故。见吉祥天女。告观自在

菩萨言。若有苾刍苾刍尼近事男近事女。及彼一切有情之类。

知此大吉祥天女十二名号。受持读诵修习供养为他宣说。能除

一切贫穷业障。获得丰饶财宝富贵。……佛言汝当善听。今为汝

说所谓“吉庆”、“吉祥”、“莲华”、“严饰”、“具财”、“白色”、

“大名称”、“大光曜”、“施食者”、“施饮者”、“宝光”、“大吉”

是十二名号。汝当受持。……此大吉祥陀罗尼及十二名号。能除

贫穷一切不祥。所有愿求。皆得圆满。若能昼夜三时读诵此经。

每时三遍。或常受持不间。作饶益心随力虔诚供养大吉祥天女

菩萨。速获一切财宝丰乐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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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灵文楞严咒天地灵文楞严咒天地灵文楞严咒天地灵文楞严咒

宣化上人

我现在给你们讲《楞严咒》，这《楞严咒》百千万劫也没有

人讲一次，也不容易讲一次。这么一个法会是很稀有的，难遭

难遇的。在我给各位讲时，我知道没有人听得懂。就是有人自

以为懂，也不是真懂。有人自以为懂了，所以不注意，那也等

于不懂。在佛教里头，《楞严咒》是最重要的一部咒，是咒中的

王，也是咒里边最长的一个咒，这个咒关系着整个佛教的兴衰。

《楞严咒》是支持着天地没有毁灭的灵文，《楞严咒》是支持世

界不到末日的灵文。所以我常说，世界上若有一人会念《楞严

咒》，这世界就不会毁灭，佛法也不会毁灭的。等到世上没有人

会念《楞严咒》时，这个世界就快毁灭了，因为正法不存在了。

现在便有一些天魔外道说，《楞严经》和《楞严咒》都是假

的，这是天魔外道派出魔子魔孙来造出这些谣言，令人不相信

《楞严经》和《楞严咒》。《楞严经》和《楞严咒》，这是正法最

要紧的一部经和一部咒，《楞严经》就是为《楞严咒》而说的，

这《楞严经》就是解释《楞严咒》的一部经，《楞严经》和《楞

严咒》的重要性是没有法子能说得完的，尽未来际也说不完它

的这种功德和妙用，所以是不可思议。说来说去，归纳起来，

《楞严经》就是赞叹《楞严咒》的，如果有一人能在世界上念

《楞严咒》，这妖魔鬼怪都不敢公然出现于世，因为他们所怕的

就是《楞严咒》。如果一个人也不会背《楞严咒》了，这时候妖

魔鬼怪就都出现于世。他们在世界上为非作歹，一般人也不认

识他们了。现在因为有人会念《楞严咒》，妖魔鬼怪就不敢公然

出现于世，所以若想世界不灭，就赶快念《楞严咒》、读《楞严

经》，这就是正法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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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开始讲《楞严咒》，《楞严咒》的“楞严”两个字，就

翻译成“究竟坚固”。这《楞严咒》名字叫“摩诃萨怛多般怛

啰陀罗尼”，又叫“佛顶光明摩诃萨怛多般怛啰无上神咒”。

佛顶就是佛的顶上化佛，所以这《楞严咒》是微妙不可思议的。

《楞严咒》里边所说的，都是降服诸魔，制诸外道的，从一开

始到终了，每一句都是诸佛的心地法门，每一句有每一句的用

途，每一字有每一字的奥妙，都具足不可思议的力量。即使只

念一字、一句、一会，或念全咒，都是惊天动地，所谓惊天地，

泣鬼神，妖魔远避，魑魅遁形。所以佛顶光明，这光明也就是

表示咒的力量，是能破除一切黑暗，能成就人一切功德。你若

能受持《楞严咒》，将来一定是成佛的，一定得到无上正等正觉

的。你若常常诵念《楞严咒》，就能消除你宿世的业障，往昔的

罪业都可以消除，这是《楞严咒》的妙用。

摩诃是梵语，翻译中文叫“大”，英文叫 big。那么什么

叫大？就是体、相、用都是大的。体遍十方，所以叫大；这个

用是尽虚空遍法界的；相，它是没有相的，可是无相无不相。

这个用也可以说它没什么用，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用。这用是

大用，这个相是大相，这个体也是大体，周遍十方，尽虚空、

遍法界，这是摩诃的意思。

萨怛多也是梵语，翻译过来叫做“白”，就是清净的意思，

也就是没有污染的意思。所谓白净法，清净没有污染的法，这

《楞严咒》是白净法。

般怛啰也是梵语，翻译中文叫“伞盖”。伞盖是譬喻，这

个伞盖它是用荫万德，这伞盖的用，就是保护一切有德的人。

谁有德行，谁就能遇到这种白净法；没有德行的人，是遇不到

这种法的。所以才说：

三光普照透三才 阎浮世界你不来

大德大善能于得 无德无善不明白

“三光普照透三才”，这三光不是日、月、星，是你诵持

《楞严咒》，身上有身光，口里有口光，你心里头有心光，身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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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这三业都放光。三才就是天、地、人。“阎浮世界你不来”，

在阎浮界你找不着，你各处找不着，你一定要受持《楞严咒》

才能得到这种光。“大德大善能于得”，你若有大的德行、大

的善，才能得到这种法门。“无德无善不明白”，你若没有德

行，没有善功德来栽培着，你就是当面也会错过，交臂也会失

之。见到黄金你以为是铜，见到钻石你以为是玻璃，都会不认

识。你见到《楞严咒》了，以为这是很普通的，没有什么，所

以就不知道宝其所宝，不知道妙其所妙！不知道《楞严咒》这

种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这方才说三光，还不只这身口意三业放出清净的光明，还

有红光缭绕。你《诵楞严》咒，自然就有红光缭绕，所以才说：

千朵红莲护住身 坐驹骑着墨麒麟

万妖一见往里躲 济公法师有妙音

“千朵红莲护住身”，有千朵的红莲来护住你的身，红莲

华放出红光。你一念《楞严咒》最前面二十九句咒文，就会出

现这个境界。“坐驹骑着墨麒麟”，一念这《楞严咒》，这持咒

的人是坐在一个麒麟的身上。“万妖一见往远躲”，什么妖魔

鬼怪一见都跑了，他不敢面对这种大威德的相。我们人人都知

道佛教里有一位济公，当初济公就是专用这一段咒文来降服天

魔、制诸外道，很灵感的，所以说“济公法师有妙音”。这一

段咒文是教我们“皈依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一切菩萨、

一切声闻缘觉、一切诸天。”这也是护持三宝的一段，所以念

这一段咒的时候，一切妖魔鬼怪都要退避三舍；不只退避三舍，

要退到他所不能退的地方去，他们都不敢作怪，都老实了。

这是说这一段咒文大概的意思，至于若详细说，这《楞严

咒》是妙不可言的，所以又说：

奥妙无穷实难猜 金刚密语本性来

楞严咒里有灵妙 五眼六通道凡开

“奥妙无穷实难猜”，这个《楞严咒》非常奥妙，它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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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不可思议，很不容易测度的。“金刚密语本性来”，《楞严

咒》是密中之密，这是金刚来护持这个咒。本性来，它是从自

己那个佛性中生出来的。“楞严咒里有灵妙”，《楞严咒》也叫

做灵文，因为它特别灵，特别有力量，所以说《楞严咒》里有

灵妙。“五眼六通道凡开”，你若能常持《楞严咒》，专心一致，

心不旁骛，你可以得到五眼六通，可以有不可思议的那种境界

来变化莫测，所以不是一般凡夫俗子所能知道的。因为这个，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读诵《楞严经》，背诵《楞严咒》。你一诵《楞

严咒》，为什么妖魔鬼怪不敢出来？因为力量太大了，尽虚空遍

法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有这种祥光瑞气弥漫着。所以有人诵

《楞严咒》，就是补天地正气的不足。一个人念《楞严咒》，就

有一个人的力量；百人念《楞严咒》，就有百人的力量。这世界

妖魔鬼怪都会老老实实的。所以多一点人念《楞严咒》是好的。

无上神咒，什么叫“无”呢？这个无，就是高明无极，也

光明到极点了，没有再超过这种高和光明的，这叫“无”。

“上”呢？是没有再比这更尊贵、高尚了，这叫“上”。“神”

就是不可思议，就是威灵叵测，这叫“神”。“咒”就是感应道

交，有一种力量，你念这咒就有感应。“佛顶光明摩诃萨怛多

般怛啰无上神咒”，这是说佛顶的光明，犹如大白伞盖来荫罩

我们一切持咒的人。

这个咒是没有人明白的，也不能一句一句、一个字一个字

去讲，不过你如果想要明白它，我也可以勉强讲给你们听。单

是《楞严咒》，一年也讲不完，三年也讲不完，甚至于十年也讲

不完。现在我把这个咒的大意讲一讲，它有五会，这五会就表

示五方，五方就是东、西、南、北、中。东方就是金刚部，阿

閦佛为教主；南方就是宝生部，宝生佛做教主；中央就是佛部，

释迦牟尼佛做教主；西方就是莲华部，阿弥陀佛做教主；北方

叫羯磨部，成就佛做教主，共有这五部。这五部就是管理这世

界五方的五大魔军，因为有这五魔，所以佛也分开五方，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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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魔。如果没有佛，那魔就会出现于世了。所以你一诵《楞

严咒》，这五方的五大魔军就俯首低头，老老实实，不敢违犯《楞

严咒》的这种威力。《楞严咒》具足这五部，所以这个《楞严咒》

是最妙不过了；可是你要没有执着，若有所执着，就不会太妙

了。

《楞严咒》有五会，其中分出来有三十几部法。我过去在

东北的时候，能对治一切人的病痛，都因为《楞严咒》的这种

力量。可是《楞严咒》不是随随便便人人都可以使用的，若使

用也不是全面的，因为分出来有三十几部法。这是大概，若往

详细说了，有一百多种。

这个法，有成就法：就是一诵这《楞严咒》，你无论修什么

法门，求什么事情，求什么愿，都会成就的，这是一种。

又有增益法：就是譬如你修道，道心不够，你一诵这个咒，

能增益你的智慧，增益你的菩提心，增益你的愿力，一切一切

都会增加。你诵这个咒，对自己有所求，也可以增益；对于旁

人也可以增益，这是增益法。

息灾法：就是你有什么灾难，你一诵这个咒就没有了，消

灾了。譬如本来这个人应该掉海里淹死，一念这个《楞严咒》，

就把它化解过去了，掉到海里也淹不死了。或者你搭船，这个

船应该会沉了，念这个咒，这个船也不沉了。或者坐飞机，这

个飞机在空中应该爆炸，你一念这个咒，它也不爆炸了。但是

你还是要靠自己，把你自己心里的灾，也要消除出去。你心里

有什么灾呢？譬如你单靠着念咒，你心里还是乱打妄想，尽想

一些不好的念头，你有这些不清净的杂念、欲念，那你心里头

那根本的灾没有除去，你念什么咒也没有用。所以，想要息你

的灾，你必须要心里先清净，心里清净了，那是真息灾。你心

里要是贪、瞋、痴装满肚子，你念什么咒都不灵的。所以这心

是最要紧的，心一定要慈悲善良，愿意帮助其他人，要有一种

好心。

勾招法：就是遇着天魔外道，你想要把他抓来的时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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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就像世间的警察，把那犯罪的人抓来了。勾招法也

是这样子的，这妖魔鬼怪，他在这个地方害人，做不对的事情，

令人生病，或者生灾难，然后他跑了。你想要把他抓来，一诵

这咒，用这个勾招法，他就相离多远，这一切的护法善神、天

龙八部、八万四千的金刚藏菩萨，即刻就能把妖魔鬼怪抓来。

但是抓来是抓来，他有时还是不服的，你必须用种种的方法来

教化他。你单强压迫他，来降服他，是下品法，不是一种好的

方法。好的方法，不用任何势力来压迫，也不压迫他，也不和

他斗争，不要好像修罗似的，斗争坚固，不要学那样。你明明

有力量可以降服他，也不要用降服法，要用德行来感化他，来

教化他。

又有降服法：魔他也有神通，他也有咒，你念咒，他也念

咒。但你用这个《楞严咒》，就把他所有的咒给破了，把他降服

了。用这势力把他降服了，令他老实了。我以前对你们大家都

讲过，《楞严咒》其中有几句是破魔罗网的一种咒，也是破魔咒

术的。为什么这个楞严咒一念，那个先梵天咒就没有效验了呢？

就因为有这个五大心咒。这五大心咒是破天魔外道一切咒术的

根本的咒。无论他有什么咒，你一念这几句，就都给他破了，

他的咒就没有功效了。我这个法如果要卖钱，几百万我也不卖。

不过我看你们都有点诚心，我一个 cent（分）也不要，传授给

你们。这就是降服法。总而言之，无论你修什么法，你必须要

有无上的菩提道心，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不可以用你的道力，

来压迫任何的人，或来压迫任何的妖魔鬼怪。

又有吉祥法：你念这个咒，一切的事情都随心如意，很吉

祥的。这是有这种种的法，我把这几种法的意思给你们讲一讲。

这个咒如果要说它的好处，那就是说几年也说不完的，太

多了。所有十方一切诸佛都是从《楞严咒》里边生出来的，所

以《楞严咒》可以说是佛的母亲。十方如来就是藉着《楞严咒》，

得成无上正偏知觉。十方如来能应身到微尘数那么多国家，去

转法轮教化众生，在十方给众生摩顶授记，拔济众生的群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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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众生一切大小诸横同时得到解脱，都是凭着这个《楞严咒》

心的力量。假设想得到阿罗汉果，你一定要诵这个咒，才能没

有魔事。末法的时候，如果有人能背诵《楞严咒》或者叫他人

诵读《楞严咒》，这样的人火也不能烧他，水也不能淹死他，无

论大毒小毒都害不了他。一切的毒到诵持《楞严咒》这个人的

口里，都会变成甘露味。受持《楞严咒》的人，不会生到不好

的地方，就是你想去也不行。为什么呢？这个《楞严咒》拉着

你，叫你不要去！不要去！诵持《楞严咒》的众生纵然他自己

不做什么福德，十方如来所有的功德都给这个人。你说这便不

便宜！你念《楞严咒》，就能常常生在佛出世的时候，和佛一起

熏修。

假设你心念非常散乱，没能专一，而且没有定力。可是你

心里想着佛所说的《楞严咒》，口里就诵持，金刚藏王菩萨就用

很精真的这种心，跟着你这个散乱心持《楞严咒》的人，暗暗

来催速，一点一点令你这个散乱心就没有了，一点一点就可以

得到定力。就是在默默中帮助你，令你开智慧，心念专一，从

前八万四千恒河沙劫这么长时间的事情，你就一切一切都明了

了。

你若能把《楞严咒》读会了，能背得出，就像由你自己心

里流出来的，《楞严咒》也就是你一个心，你的心也就是《楞严

咒》，得到持咒三昧，诵得犹如流水似的，源源不断。这样子，

你最低限度也可以七生七世都像美国煤油大王那么有钱，七世

都做员外，做有钱人。说：“这么好，我赶快学《楞严咒》，好

做七世员外。”你要是境界那么小，那就不要学《楞严咒》了，

七世员外也是一眨眼的期间。那么念会《楞严咒》要希望什么

呢？要希望究竟作佛，得到无上正等正觉。不要境界那么小，

实际上学《楞严咒》就是佛的化身；不但是佛的化身，还是佛

的顶上化佛，化佛中的化佛，所以《楞严咒》的妙处是不可思

议的。有人真能持《楞严咒》，在这个地方，虚空里头就有一个

大白伞盖。你的功夫若大、若高，你一念这个伞盖，甚至于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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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地以内，都无灾无难了；你功夫若小，那么这个伞盖在你

自己的头上，也保护着你。你要是有道德，是一个大德高僧，

你这一念，甚至整个国家都得到好处了，都没有什么灾难了。

就有灾难，大的灾难也就化小了，小的灾难就化没有了。

无论哪一个国家饥荒、瘟疫传染病，或者有打仗、贼难，

所有的一切灾难。你若能写《楞严神咒》，放到城的四门上，或

者有炮台、堡垒那个看岗的地方。使令这个国家所有的众生都

迎接这个《楞严咒》，叩头顶礼恭敬，一心供养这个《楞严咒》，

就像供养佛那么样恭敬。使令这个国家的人民，每个人身上都

配戴一卷《楞严咒》，或者每个人把它放到自己所住的宅子里边。

这样这些灾难的事情都消灭了。如果有《楞严咒》在这个地方，

天龙就都欢喜，也没有狂风暴雨这种灾害了，所有的五谷也都

丰收，一般老百姓都很平安的。你想也想不到，思也思不到的，

它妙的地方也在这个地方。

本来破戒是不可补救的，但是你若能念《楞严咒》，还能恢

复你戒根清净。但是能念，不是就念一念，一定要得到诵咒三

昧。这个咒就是从你心里念出来的，这个咒又能回来到你心里。

所谓咒心心咒，这个心和咒合成一个了，没有分别。想要忘，

也忘不了了，这叫不念而念，念而无念。你把一切妄想杂念都

念没有了，就是一个诵持《楞严咒》的心，这叫打成一团，成

一个了，团结起来了。你这思想念头团结起来了，没有第二念

了，就像流水源源而来，前浪推后浪，浪浪不断，这样子水流

风动演摩诃，水流的声音，和风动的声音，都是《楞严咒》的

咒心。你能念到这个样子，那时候你就是破戒了，也还能得到

戒根清净；你没有受戒，就得到受戒。

本来你不向前进，不研究佛法，一念《楞严咒》，念得时间

久了，也自然生出一种精进心来；没有智慧的人，也会开智慧。

如果你修行不得清净，你开斋破戒，但是因为你不忘《楞严咒》，

所以很快又恢复清净了。如果你在没持咒、没受戒以前，犯过

禁戒，那么持咒之后，所有一切破斋犯戒，这一些个罪，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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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轻、是重，甚至于不通忏悔的四波罗夷罪、五逆、四弃八弃，

你一念《楞严咒》，无论怎么样的罪都消灭了，连一个头发那么

多都没有了，所以《楞严咒》的力量是不可思议。

有的人听见《楞严咒》这么灵，他就单单念咒也不修行了，

这也是一种太过的行为。因为修道，无论修哪一种法，要求中

道，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这个咒固然是灵，但是定力也要

修的。《楞严经》说这个咒是灵的，但是反闻闻自性，修耳根圆

通这个法门，也是最要紧的。你就诵咒的时候，也应该反闻闻

自性，要自己回光返照，前边不是说吗？诵这个咒，咒就是心，

心也就是咒，心和咒分不开了，心、咒，二而不二。你能到这

个样子上了，你求什么都能随心如意，一定会成就的。那么你

能心和咒都合到一起，这也正是你得到禅定三昧了，得到真正

的定力了。所以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的。

《楞严咒》每一句都有无量意义，每一义都有无量功能。

要明白《楞严咒》是天地间的灵文，灵文中的灵文，秘中之秘，

无上法宝，是一切众生救命之宝。它包罗万有，上至十方诸佛，

下至阿鼻地狱，四圣六凡都要尊重《楞严咒》的法，十法界中，

无论哪一个法界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所有一切鬼种类、神种

类、一切护法诸天的种类、声闻、缘觉、佛乘都在《楞严咒》

内。《楞严咒》所说的都是鬼神王的名字，一念这些鬼神王的名

字，其余鬼眷属和神眷属都服服帖帖，循规蹈矩，不敢放肆了。

天天念《楞严咒》，能令世上的妖魔鬼怪都老实一点，不敢出来

害人。《楞严咒》是全体大用的，所以说是包括佛教所有的教义，

若能明白《楞严咒》，就能将佛教秘密精华都明白。天地间的奥

妙、天地间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是在《楞严咒》内。若会《楞

严咒》，则不必学密宗，白教、黑教、黄教、红教，什么教也不

需要学。这是根本的三昧法，最究竟的密法。不过这种密法没

有人懂得，也没有人认识。一般人都是学而不化，只知道念，

却不知道它的意义。本来咒不必知道意义，只要知道它是不可

思议的灵文就够了。能念《楞严咒》就能利益众生，不能念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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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利益众生。各位赶快把《楞严咒》学会。背得出来，再研

究明白了，才是佛教徒所应有的行为。想学《楞严咒》、持诵《楞

严咒》的人最好能发大心，为全世界诵持，把所有的功德回向

给全世界。在佛教里，再也没有比《楞严咒》更重要了，《楞严

咒》是正法的代表，有《楞严咒》就有正法，没有《楞严咒》

就没有正法，不会背《楞严咒》不配做佛教徒。《楞严咒》叫楞

半年，天天念，要念半年才会背。我们能诵《楞严咒》的人，

都是在无量劫以来培植大善根的人，才能把《楞严咒》读得熟，

背出来，永远也不忘记，这就是善根的表现。若你没有善根，

不但不能念，就连《楞严咒》的名字也遇不着；就算遇着了也

不懂，不会念。所以我们现在能念能背，都是有大善根。

“楞严法”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法门，我们学得一句，明

白一句的力量，便要照着去实行。但也不是听说法有大灵感妙

用及力量，就去用它。你用法，但不持戒，好像一般人什么都

不懂，随便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而在紧要关头时

念五大心咒，这是污衊法。没有功德，却要支配鬼神及护法，

那只有增加自己的罪业，自己会遭受飞灾横祸之事。所以修法

的人所先要首持戒律，要注重德行，首先要不争、不贪、不求、

不自私、不自利、不打妄语。你道德不够，就像假传圣旨，冒

充国王，这是行不通的。现在人只注重念咒灵验有效力，但不

重自己的品德，即使念也没有功力。

所以，学《楞严咒》法，所行必须要正，存心要正，不打

不清净的妄想，不做不清净的事，要念兹在兹修清净的行门。

如果一方面修《楞严咒》法门，一方面不好好守规矩，就会有

很大的问题发生，这一点大家必须明白。若是你不存正念，不

行正行，便会令金刚藏菩萨不佩服你，不保护你，佛菩萨是慈

悲的，祂不会损害众生，不会瞋害人；可是所有的侍从，一切

的护法、天龙、鬼神，都是有很大的脾气。这种恶鬼、恶神，

他见到你这修道持咒的人有过错了，他就会给你一点灾害，或

者令你不自在，令你有很大的麻烦，你便会发生种种灾难，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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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果报，这是丝毫不可以开玩笑的。所以必须斋戒沐浴，要

心里也清净，不打污染的念头；身上也清净，不行污染的法门，

时时刻刻要保持清净，不可以有丝毫不规矩的行为。

诵持《楞严咒》比买黄金更赚得多，诵《楞严咒》一遍，

就等于几万万盎司的黄金那么有价值，不过不能用贪心来诵持。

若能持戒律，无嫉妒障碍，无贪瞋痴，那么诵持《楞严咒》就

有大感应、大利益；若你有不守规矩的行为，修这个法便没有

大的感应力量。并不是因为咒没有灵验，而是你不守规矩，护

法善神离得你远远的，有什么事情他也不管。所以凡是诵持《楞

严咒》的人，不要有一种诡谲的心，不要有一种尽造罪业的行

为。任何时候都要正大光明，只知利他，不知利己，存菩萨心

肠，存菩萨行门。

修“楞严法”是很灵感的，但也不是那么容易，首先要没

有自私心，其次要没有自利心，要存大公无私的心，要存至中

不偏的心，要存舍己为人的心，要存普度一切众生的心。有以

上所说这样的心，便能很快成就。各位要注意，你一定要守五

戒，奉行十善，这是最低限度要遵守的规则。修这个法不守规

矩是不行的，不守戒律，或心里尽打污染的妄想，不单修法没

有感应，没有成就，而且还会有奇祸。所以修“楞严法”的时

候，要特别注意，要身、口、意三业清净，才可以相应。不可

以随随便便讲是讲非，挑拨离间，或令大家在道场住得不安乐。

你一定要举动行为管自己，行住坐卧不离家，不可以尽给旁人

洗衣服，要好好把自己照顾一下，回光返照。

《楞严咒》是灵文，每一句有每一句的效力，你不必想：

“我持《楞严咒》怎么没有效验？”不管有没有功效，你就去

念，就好像打功夫，天天去打拳，不管功夫如何，锻炼就有功

夫，不可说不锻炼就有功夫。同理，受持法要天天不间断，在

任何情形下，在百忙中都要修法。不要时间久了就生懈怠，对

《楞严咒》不再有兴趣。这不是说你一念，就见到什么功效，

就见、不见什么功效，你也要天天受持读诵。这必须要日久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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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就有感应的。就好像读书要读十

年、二十年、三十年。才能真正有学问，修行亦复如是。持诵

这个咒，你要念兹在兹的，时时刻刻都诵持这个咒，不要间断，

也就像穿衣、吃饭、睡觉那样要紧，一天都不可以少的。不管

它有什么功效，你天天受持读诵，时间久了就有基础，自然就

有它的功用。

你想成就妙行，得到不可思议的力量，你不要心里总打妄

想，想入非非，总是妙想天开。你诵咒若间断了，你三昧就不

会成就的。修习楞严法门要拿出真心、诚心来修习。什么叫真

心？就是为修持《楞严咒》，把时间也忘了，空间也没有了，是

日、是夜都不知道，吃饭、没吃饭也不知道，睡觉、没睡觉也

不知道。什么都忘了，什么都没有了，一念像无量劫那么长，

无量劫又为一念。要有这种精神，吃饭、睡觉什么都忘了，只

一心来修行《楞严咒》，一定成就三昧的。不能这样，就谈不到

真正修楞严法门，不只修“楞严法”是如此，修其他的法门都

要如此，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渴不知渴，饿不知饿。说：“那

不是变成最愚痴的人了吗？”就是要如此，这才叫：

养成大拙方为巧 学到如愚始见奇

你若能学到愚痴到这个样子，无论你修什么法门，都能得

到三昧，都会有所成就的。就是因为你没能愚痴，没能真正进

入三昧的境界，所以修来修去也不相应。

你用功持诵《楞严咒》的时候，或者会梦见拜佛，或者梦

见佛放光，或者梦见佛来摩顶，或者梦见佛和你讲经说法，或

者梦见菩萨、缘觉、声闻、圣僧，或者天上的将军，或者梦见

自己腾身虚空，或者梦见会飞了，这都是好的境界；或者骑马，

或者渡江，种种祥瑞的光，或者有种种非常出奇的异相。假设

得到这些应验，你更应该很小心的，你要发菩提心，身、口、

意三业要清净，更加紧你的功夫来持诵这个咒。可是你不可以

对人去宣说，你有什么感应了，有什么灵验，叫人相信你，对

你有好感。你有什么感应，自己知道就得了，你尽炫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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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各处卖广告，满街卖修行，这是不对的。你如果这样，

便有了漏洞，魔就得其便。就好像你有了财宝，不把它放在保

险箱里，你把它放在门口，一定会被人偷去。所以修佛法要很

小心，不要让天魔外道得便。可是和你同道的，就是一同修行，

你不是为了名利，或者为了令人恭敬我、赞叹我，你可以说的。

在《楞严经》上说：你要是诵持《楞严咒》，有了功夫，有

了受用，那么八万四千金刚藏菩萨和他的徒弟眷属，就都常常

随从保护着你，令你遂心满愿。纵然魔王想找一个漏洞，想来

找你的麻烦也没法子。在过去五祖弘忍大师在湖北东山那个地

方修行，他戒行精严，修行也特别认真。

有一次，土匪把这个城围上，弘忍大师忍不住了，就想要

救这个城里头的老百姓，于是乎他就下山了，从东山那个地方

到湖北城里去。土匪一见弘忍大师来了，就吓得丢盔卸甲望影

而逃，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弘忍大师虽然是一个人下山来的，

可是土匪看到完全是穿金盔金甲的天兵天将，就好像从天上下

来的天神一样，都穿着金盔金甲，手里拿着宝剑威武奇扬的。

土匪一见到这样的情形就吓得望影而逃，不用一刀、一枪、一

箭，他们就撤退了。这是因为弘忍大师他诵持《楞严咒》，所以

土匪一见着弘忍大师就吓得跑了，这就是有真正的功夫才能这

样子，若没有真正的功夫，怎么会有这样的感应道交。

因为释迦牟尼佛为了保护我们现在所有一切初发心的学道

人，所以宣示《楞严咒》，来帮助我们得到定力，令我们身心泰

然，没有什么麻烦。所以我们时时刻刻不要忘了这个法，我们

若能诚心专一诵持《楞严咒》，就是绍隆佛法，就是正法住世。

我祈祷预祝念《楞严经》咒的人、讲《楞严经》的人、弘

扬《楞严经》的人，统统早成佛道。因为《楞严经》所讲的道

理，即正确又合理，能使妖魔鬼怪、旁门左道无所遁形，能令

正信佛教徒保持正念、坚护正法。

（注：此咒早晚二十四小时均可诵持，并没有不可诵持之

说。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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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命楞严咒大佛顶光

我今皈命大佛顶 无尽法藏智慧光

愿我明了妙总持 奉行如来所说义

“我今皈命大佛顶”，这是一切护法说，我们现在一起皈命

大佛顶首楞严神咒。“无尽法藏智慧光”，大佛顶就是无尽法藏，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无尽的法藏都在自性里边，不是从外

边来，是从你自性显出来的。那么现在为什么不显呢？这就好

像虫子在蛰伏时不会动弹，天气热的时候，它就活动过来。修

道人修得身上热了，自性的虫子就活起来了。自性的虫子一活，

身上所有的细菌都死了。这不是杀生了吗？如果你认为那样，

可以不修行，没有人勉强你，你还可以还俗，过在家人的生活，

烦烦恼恼，争争吵吵，无明嫉妒障碍。可是如果想要修行，就

要把所有的细菌都改变了，恢复自己的佛性。在没有成佛之前，

身上有八万四千大虫在分你的性，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住在

你身上，叫你调皮捣蛋，叫你不守规矩，叫你去做一些颠倒的

事情，都是这些坏东西支配着你。你说：“原来这些事不是我做

的！”那你为什么要这样的帮着它，饿一点也不行，渴一点也不

行，睡不够也不行，为什么要那么保护着它？你保护着这些虫

子，自性就显不出来了。那么那些虫子到底都是些什么？是些

愚痴的虫子，在你身上弄得这儿不舒服，那儿又不好受，周身

都是麻烦，一阵子有这个病痛，一阵子又有那个病痛，都是那

些愚痴虫在作怪，穿得少了也不行，吃得少了也不行，它就爱

和你打闹。

无尽法藏都是在大佛顶里生出来的。这个智慧光不是一般

的光，而是智慧的光明，佛的光是智慧的光明。佛为什么要有

光明呢？因为他不愿意有黑暗愚痴，所以总是以智慧光明来照

耀着一切，把无明也照破了，无明一破，法性则显，所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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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就是佛的光。“愿我明了妙总持”，供奉这大佛顶无尽法藏的

大智慧光是为了什么呢？就为了明了这大总持，也就是楞严陀

罗尼，总持即陀罗尼，大悲咒又叫大悲陀罗尼。陀罗尼是梵语，

翻译为总持，总一切法，持无量义。什么法都在里面总摄着，

所有的法都从这儿发源。你看法界佛教总会的会旗，一条一条

红色的就是代表智慧光，那个光是从“一”生出来的。所谓“一

本散为万殊，万殊还归一本”。光从一个地方放照万方，又从万

方收回一处。所以万佛圣城不只是一个光，佛佛都放出光明，

光光合而为一，互不侵犯，互不障碍。“奉行如来所说义”，我

们了解这个大总持之后，便要依着佛所说的道理恭敬奉行。

楞严大定

为什么楞严咒有那样的好处？就因为念这个咒，可以入楞

严定。楞严大定是无定无不定，无有不定时，所谓“那伽常在

定，无有不定时”。楞严定是坚固定，天魔外道所不能破坏，而

无量智慧从此中生出来。入定做什么？入定就好像到迪斯尼乐

园似的，又有欢喜的事情，又有恐惧的事情，都是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定中能如如不动，了了常明，不被境界所转，而能

转一切境界。这是入楞严定的妙处。没有楞严定，就随境界转，

来一个什么，就跟著它跑，被境界所牵。有这个楞严定，便不

被境界所转，“眼观形色内无有，耳听尘事心不知，见事省事出

世间，见事迷事堕沉沦”。在定中能生无量的智慧，所谓定能生

慧。你若不入定，就不开智慧。好像你不到迪斯尼乐园，就不

知道那里头是什么。你到了里面，就知道有海盗，有鬼城。好

像某居士劝我到迪斯尼乐园好几次，要我去看看。他以为我没

有看见呢！实际上，种种形形色色玩的东西，都没有什么特别

的。我们从无量劫以来，看见的东西不知有多少！不过看过便

忘了，若是记得起来就不需要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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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严咒疏解

（美国万佛圣城--宣化上人讲）

在佛教里楞严咒是最重要的一部咒，这部咒关系着整个佛

教的兴衰，也关系着佛教所有的教义。全咒共分五部，金刚部、

宝生部、莲华部、佛部、羯磨部，各属五方。东方阿閦佛金刚

部，南方宝生佛宝生部，中央释迦牟尼佛佛部，西方阿弥陀佛

莲华部，北方成就佛羯磨部。假如世界上一个人也不会念楞严

咒，那群魔就现行了；只要有一个人会念楞严咒，妖魔鬼怪都

要藏起来。因为他们就怕楞严咒，他们要想尽办法要使这部楞

严咒从世界上消失。末法时期楞严咒先灭，那时妖魔鬼怪会公

然出世显形，为所欲为，横行无忌！所以我主张每一个佛教徒

和众生，要熟读背诵，天天诵持楞严咒，这就是保持正法不灭，

就是正法住世。末法时没有人能念楞严咒，因此今天讲楞严咒

不是小因缘。不要以为只有几十人在听，就这几十人，天魔外

道早已在那儿毛发耸悚了。楞严咒住世，正法就住世，没有楞

严咒，正法就不现前。

我研究佛法数十年，不敢说已明白了，但可以说颇有心得。

对楞言咒和大悲咒，这两部知道得不太多，也不太少。因此，

把我所知道的介绍给你们，你们不能一边听一边睡觉，一定要

特别注意，打起精神来！！

诵持楞严咒之殊胜功德

咒即密语，不容易明白，亦不能一字一句详细解释。如果

你们想知道，我也可以勉强为你们讲解，但不是短短时间可以

讲完。等将来有充分时间再讲，现在只把楞严咒的大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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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严咒分五部，表示五方。

（1）东方金刚部，金刚王咒，以阿閦佛为部主，亦即消灾

延寿佛。

（2）南方宝生部，诸天王咒，以宝生佛为部主。

（3）中央佛部，诸佛咒，以毗卢遮那佛为部主。

（4）西方莲华部，诸菩萨咒，以阿弥陀佛为部主。

（5）北方羯磨部，诸鬼神咒，以成就佛为部主。

因世界有五大魔军，故有五方佛来镇压。

楞严咒又有三十余种法，详细说明则有百多种，现在只总

列为：

（一）成就法：身口意三业清净，一心诚意来诵持密咒，

能很容易得到成就。

（二）增益法：持咒可以增益道业。

（三）破恶法：持咒可以破除一切恶习。

（四）息灾法：可以清除一切灾难。

（五）勾召法：妖魔鬼怪，无论多远，都可以把他捉来。

（六）降伏法：可以降伏一切妖魔邪咒。

（七）吉祥法：诚心持咒，一切都能遂心满意，遇难呈祥。

总之，持咒之好处是无法说得尽的。

楞严咒是咒中之王，亦是咒中最长者，这个咒关系整个佛

教的兴衰。世界上有人持诵楞严咒，就是正法存在。没有人持

诵楞严咒，就是没有正法了。楞严咒是佛顶光明，化身如来所

说的神咒，所以妙不可思议。每一句有每一句的用途，每一字

有每一字的奥妙。佛顶光明表示咒的力量，能破除一切黑暗，

降伏一切妖魔，成就一切功德。只要你能用清净无染之心来持

咒，抱着慈悲救度众生之愿来持咒，一定可以消除一切灾难，

将来又能得成无上正等正觉。希望你们好好地诵持此咒，但切

不可用贪心、欺骗心，或报复心来持咒，那就不能得益，反会

招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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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佛菩萨圣诞及斋期表〗

一年之中，佛教最大的节日是四月初八佛诞日，又称浴佛

节。在四月初八佛诞节要举行“浴佛法会”。就是在大殿用一水

盆供奉太子像（即释迦牟尼佛诞生像，这太子像是数寸高的童

子形立像，右手指天，左手指地）。全寺僧侣以及在家信徒一起

举行盛大而隆重的仪式，以香水沐浴太子像，作为佛陀诞生的

纪念。根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出家、成道、涅槃

同是农历四月八日。但是汉地习惯以四月初八为佛诞日、二月

初八为佛出家日、腊月初八为佛成道日、二月十五为佛涅槃日。

在释迦牟尼佛的四个节日中，对民间有重大影响的是佛诞日四

月初八和成道日腊月初八。腊月初八日，煮腊八粥供众，已成

为我国的民间习俗。

〖诸佛菩萨圣诞〗

弥勒菩萨圣诞 正月初一日 定光古佛圣诞 正月初六日

释迦牟尼佛出家 二月初八日 释迦牟尼佛涅槃 二月十五日

观世音菩萨圣诞 二月十九日 普贤菩萨圣诞 二月廿一日

准提菩萨圣诞 三月十六日 文殊菩萨圣诞 四月初四日

释迦牟尼佛圣诞 四月初八日 药王菩萨圣诞 四月廿八日

伽蓝菩萨圣诞 五月十三日 韦陀菩萨圣诞 六月初三日

观音菩萨成道 六月十九日 大势至菩萨圣诞 七月十三日

龙树菩萨圣诞 七月廿四日 地藏王菩萨圣诞 七月三十日

燃灯古佛圣诞 八月廿二日 观世音菩萨出家 九月十九日

药师佛圣诞 九月三十日 达摩祖师圣诞 十月初五日

阿弥陀佛圣诞 十一月十七日 释迦牟尼成道 十二月初八日

华严菩萨圣诞 十二月廿九日

（凡逢诸佛菩萨圣诞佳期，若能持斋、礼拜、诵经、念佛、放

生、布施、修桥、造路等等之善行者，胜过常日所行，有百千

万亿倍之功德，殊胜无比！随喜赞叹！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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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斋期表〗

正月初八日 二月初七日 二月初九日 二月十九日

三月初三日 三月初六日 三月十三日 四月廿二日

五月初三日 五月十七日 六月十六日 六月十八日

六月十九日 六月廿三日 七月十三日 八月十六日

九月十九日 九月廿三日 十月初二日 十一月十九

十一月廿四 十二月廿五

〖十斋期〗
（每月）初一 初八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八日

廿三日 廿四日 廿八日 廿九日 三十日

（月小廿七日起，即后三日为廿七、廿八、廿九日）

〖六斋期〗
（每月）初八 十四日 十五日 廿三日 廿九日 三十日

（月小廿八日起，即后二日为廿八日、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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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经造像的十种利益印经造像的十种利益印经造像的十种利益印经造像的十种利益

一、从前所作种种罪过，轻者立即消灭，重者亦得转

轻。

二、常得吉神拥护，一切瘟疫、水火、盗贼、刀兵、

牢狱之灾，悉皆不受。

三、夙世怨对，咸蒙法益，而得解脱，永免寻仇报复

之苦。

四、夜叉恶鬼，不能侵犯，毒蛇饿虎，不能危害。

五、心得安慰，日无险事，夜无恶梦，颜色光泽，气

力充盛，所作吉利。

六、至心奉法，虽无希求，自然衣食丰足，家庭和睦，

福禄绵长。

七、所言所行，人天欢喜，所到之处，常为多众倾诚

爱戴，恭敬礼拜。

八、愚者转智，病者转健，困者转亨，厌女身者，报

谢之日，捷转男身。

九、永离恶道，受生善处，相貌端正，天资卓越，福

禄殊胜。

十、能为一切众生，种植善根；以众生心，做大福田，

获无量胜果。所生之处，常得见佛闻法，直到三慧宏

开，六通亲证，速得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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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像法决疑经佛说像法决疑经佛说像法决疑经佛说像法决疑经

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一切佛经、佛像、佛塔、

弘法光盘等，都不能当作商品贩卖营生，只可免费结

缘，赠送流通。真学佛人，应谨遵佛戒，切莫为私利

而破毁正法，从而遭受来日之苦果。

佛陀开示说：“尔时。世尊复告常施菩萨。善男子。

未来世中道俗之中。有诸恶人造立我形像或菩萨形像。

贩卖取财以用自活。一切道俗不知罪福。买取供养。

二俱得罪。五百世中常被他卖。”

积德虽无人见积德虽无人见积德虽无人见积德虽无人见 存心自有天知存心自有天知存心自有天知存心自有天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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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回回 向向向向 偈偈偈偈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普愿尽法界 沉溺诸有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萨道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普为出资及读诵受持普为出资及读诵受持普为出资及读诵受持普为出资及读诵受持
展转流通者回向偈曰展转流通者回向偈曰展转流通者回向偈曰展转流通者回向偈曰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馑等

悉皆尽灭除 人各习礼让

一切出资者 展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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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赠经书有五种福报

1、长寿：因为人们听经和读经以后，不造杀业，所以施者

将来能感到长寿的果报；

2、大富：因为人们听经和读经以后，不会偷盗，所以施者

将来能感到大富的果报；

3、端正：因为人们听经和读经以后，心平气和，所以施者

将来能感到端庄的果报；

4、尊贵：因为人们听经和读经以后，会信仰佛法，归依三

宝，所以施者将来能感到尊贵和有名望的果报；

5、聪明：因为人们听经和读经以后，领悟力会增长，而且

容易明白微妙的道理，所以施者将来能感到聪明的果报。

印经弘法印经弘法印经弘法印经弘法 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一人出力 全家有福

弘法利生 龙天佑护

一日捐钱 代代有福

续佛慧命 流芳千古

山东佛教在线印经处

网址：www.sdfojiao.com

博客：14149494.blog.163.com

印经账号：邮政储蓄（山东聊城）

6047604760476047 1000100010001000 120120120120 9464946494649464 099099099099 刘杰

联系人：释清净

电话：13792631196137926311961379263119613792631196（请短信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