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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簡介— 

自譽毀他自譽毀他自譽毀他自譽毀他────謗法師謗法師謗法師謗法師、、、、謗佛之因緣果報謗佛之因緣果報謗佛之因緣果報謗佛之因緣果報((((4444))))    

────────障礙陀羅尼門之解救方法障礙陀羅尼門之解救方法障礙陀羅尼門之解救方法障礙陀羅尼門之解救方法    

 (本篇文章為
上
善

下
祥比丘所撰，未經同意，請勿引用轉載，以免犯戒。) 

 

六六六六、、、、化解謗佛罪之方法化解謗佛罪之方法化解謗佛罪之方法化解謗佛罪之方法    

若有人隨意依己意隨便說，且說自己修得多好，並說是已「正覺」，別人高

德法師都不對，其果報將有如《決定總持經》中所云：有法比丘者，用懷毒心誹

謗智士，壽終之後墮地獄中，竟八十劫；同時也誹謗佛、毀呰正法，又於在地獄

中過了七十劫已，加上六十劫迷荒失志；報受此等盡斯數已，乃逮前行本發道意

香寶光明如來佛所。其佛為他講真佛法，更說法義勸發道意。之後又墮畜生中九

百萬世，後生人間六百萬世，常遭貧厄，所生之處常瘂無舌。然後於世見六十三

姟(即相當於千億)諸佛正覺，在諸佛所常為法師，世世所生普成五通，皆為諸佛

所見教勅，悉解諸法說清淨義。…。 

又如《謗佛經》云：有白衣毀謗說比丘毀破淨戒，彼受惡業之報，九萬年墮

大地獄。於五百世雖生人中受黃門身(無生殖器或生殖器不正常)，生夷人中生邪

見家。於六百世生盲無舌，七百世中。雖復出家求陀羅尼(佛法真義之謂)而不能

得。何以故？以彼往世惡業所障故。…。 

由以上經文得知，我們也有因為無知，常於有意、無意間違犯了謗法師罪、

謗佛罪，若這樣就要於有生之年，趕快懺悔業障。但有些人可能不知反省，也不

知道什麼叫作犯了謗佛罪業，現在於此想先列舉幾項事例，若您有做了這些事

情，可能就是犯了謗佛罪。最嚴重的可能有下列幾點： 

出家眾易犯著： 

制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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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接要刪除佛所制戒，如有人要廢除小小戒、八敬法、…等，如佛

說十三重難中，破僧及惡意出佛身血，雖佛已示滅，但律師們等眾

還是不敢輕言廢除此二，並列為十三重，何況戒律是規範我們修心

養性的正法律呢 

(2) 先說有人想要廢除八敬法者，不知女眾聖德是依八敬法而得戒體，

若失八敬法者無戒體可言，因此其心不能柔軟、適業、穩固、不動

搖，見此等人提出此難者，可能已失戒體，才會有此意念，所謂觀

言知行止。 

(3) 小小戒要修正或捨棄者，僧眾實不知依小小戒得戒體清淨、心地柔

和、適業、穩固、不動搖。會有此說者，心本不夠柔軟來持小小淨

戒，況小小戒若未經僧團同意廢除而自行廢持，即是犯謗佛罪。 

化教方面： 

(1) 無力辨識，說某些經典是為偽經，並公開宣示。 

(2) 自己無知，又自認為經典語句不適，擅要篡改經文之文句等。 

(3) 常於講經說法中，有意無意毀謗大乘經典非佛說。 

(4) 常於講經說法中，有意無意毀謗小乘經典是小乘根機者修。 

(5) 常於講經說法中，有意無意說密教非佛說、非佛法。 

(6) 其他，…。  

白衣眾易犯者： 

(1) 常於講經說法中，有意無意毀謗法師所講為非、是錯、無證，…等。 

(2) 寫書胡亂批評高僧大德，說自己多好，別人不懂佛理，譬如法比丘

謗智積法師等是。 

(3) 末法時期眾聖埋隱(註)，三寶中僧寶為重，是負起弘揚化教、制教之

正法，白衣僅持化教，不能毀謗於大德僧。若是自譽毀他，謗法師

故，成謗佛罪。詳列下「自讚毀他戒」論說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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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末法時期，僅是無有可教化之人，故眾聖埋隱，實未滅盡也。如《法華

統略》云：問曰。釋迦令多寶召來妙音，問訊多寶云：無病少惱安穩堪忍久住不。

答曰：上來諸事，欲明多寶不滅，既云少惱堪忍久住不，故知未曾滅。小乘橫云

佛滅，謗佛也。問曰：妙音請見多寶，何不明見事，但述多寶歎之。答曰：元求

見之，意在顯常。多寶稱嘆，即知不滅，何須辨見耶。形不可見者，法身絕相也，

而聲可聞者，教中說有也。作此意。復一種形勢顯本迹，又且得明見。 

《梵網經菩薩心地品下》略疏：「第七自讚毀他戒。稱己功德曰自讚，譏彼

過惡曰毀他。損己利他，掩惡揚善，乃大士利生之本行。譽我誹他，自利損人，

非菩薩之慈心善心。若佛子，自讚毀他，亦教人自讚毀他。毀他因，毀他緣，毀

他法，毀他業。自讚毀他，是揚我抑彼，二事兼備，犯重。教人有二，一是教人

讚我(如寫書、著文)毀他(如前)，或現相，或遣使持書往(現在應說是：於書裡述

說、於網上流傳)。二是教彼自讚己德，輕毀他人也。初起讚毀之心為因，次心

相續助成為緣，以種種善巧讚毀之方為法，前人領解成業。此四句中，單舉毀他，

不言自讚，是便文故。又自讚念輕，毀他惡心偏重，故舉重以該輕也。而菩薩，

應代一切眾生受加毀辱，惡事向自己，好事與他人。若自揚己德，隱他人好事，

令他人受毀者，是菩薩波羅夷罪。此中發明能代受，則不令其辱。引惡向己，必

無自讚。推好與人，決不令他受毀也。揚是稱揚，隱是隱沒，自揚秪恐己不勝人，

隱他惟憂他勝於我。但知利己，不思損人，非大士以惡向己，推好與人之善心。

自譽毀他，正是業主，故得重罪。若為誘邪途而歸正道，貶二乘令會一乘。雖語

似毀譽，而心實是大悲，斯乃大士愍物弘化之慈心，豎立法幢之大願。豈得以人

我見、勝負論，同日而語哉。《地持經》云，為毀呰外道，稱揚佛法，若以方便

令彼調伏，令不信者信，信者增廣。不犯。」 

我們學佛法至今，應知真正佛法是屬制教，為出家眾所學處，在家眾當依菩

薩戒六重、廿八輕住學，或梵網戒而學，始能得真解脫。而化教之大乘經論有智

者讀之，能速轉心病、習氣得清淨，如是者故善。若無智者讀化教經典，有如服

毒藥，經典說如食石蜜(冰糖)，因食後不能消化故，石蜜即變成毒藥。《解脫道

經》云：「戒有二種：有依無依。云何有依？有相應戒依愛，戒盜相應戒依見，

自譽毀他相應戒依慢。此有依戒，若成就解脫資用，是無依戒。若有依戒非慧人

所樂，若無依戒是慧人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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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學佛，能隨心而言經論，但離戒而說法、學法者，自譽毀謗高德，是謂

服毒而不自知，如此犯謗法師成謗佛罪者，實因無實智故。底下要舉出如何來排

除謗佛罪相之方法，希有緣者善自珍重。 

1.1.1.1.諸經論所提到者諸經論所提到者諸經論所提到者諸經論所提到者    

    (1)(1)(1)(1)《《《《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佛弟子若修學佛法，有所證得各善境界者，都當要以般若波羅蜜法觀其無所

有、不可得，以此無相之相隨喜回向無上等正覺，如此才是真正回向菩提。若不

如是者，修學些境界而執取有為之相，如是迴向即如雜食，雜食者就不應供養於

佛如來，若真是以此而為迴向者即是「謗諸佛」，詳如下經典。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七十云：「復次，大士！若菩薩摩訶薩於所

修作諸福業事，正知離色，離受、想、行、識；正知離眼處，離耳、鼻、舌、身、

意處；正知離色處，離聲、香、味、觸、法處；正知離眼界，離色界、眼識界及

眼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正知離耳界，離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

諸受；正知離鼻界，離香界、鼻識界及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受；正知離舌界，

離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正知離身界，離觸界、身識界及身

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正知離意界，離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

受；正知離地界，離水、火、風、空、識界；正知離無明，離行、識、名色、六

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正知離布施波羅蜜多，離淨戒、

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正知離內空，離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

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

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正知離真如，離

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

界、不思議界；正知離苦聖諦，離集、滅、道聖諦；正知離四靜慮，離四無量、

四無色定；正知離八解脫，離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正知離四念住，離四

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正知離空解脫門，離無相、

無願解脫門；正知離五眼，離六神通；正知離佛十力，離四無所畏、四無礙解、

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正知離無忘失法，離恒住捨性；正知

離一切智，離道相智、一切相智；正知離一切陀羅尼門，離一切三摩地門；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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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菩薩摩訶薩行；正知離佛無上正等菩提。是菩薩摩訶薩於所修作諸福業事如是

正知，能正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具壽善現白言：「大士！住菩薩乘諸善

男子、善女人等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若欲不謗諸佛世尊而發隨喜迴向心者，應作

是念：『如諸如來、應、正等覺以無上佛智了達遍知諸功德善根有如是類、有如

是體、有如是相、有如是法而可隨喜，我今亦應如是隨喜。又如諸如來、應、正

等覺以無上佛智了達遍知應以如是諸福業事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我今亦應如是迴

向。』住菩薩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於諸如來、應、正等覺及弟子等功德善根

應作如是隨喜迴向，若作如是隨喜迴向則「不謗佛」，隨佛所教，隨法而說。是

菩薩摩訶薩如是隨喜迴向之心，永離眾毒，終至甘露無上菩提。」 

(2)(2)(2)(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隨喜品第三十九云：「「「「復次，若菩薩摩訶薩隨喜福德，

知隨喜福德自性離，亦知諸佛離佛性，諸善根亦離善根性，菩提心菩提心性亦離，

迴向迴向性亦離，菩薩菩薩性亦離，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性亦離，禪那波羅蜜、

毘梨耶波羅蜜、羼提波羅蜜、尸羅波羅蜜、檀那波羅蜜檀那波羅蜜性亦離，乃至

十八不共法十八不共法性亦離。菩薩摩訶薩應如是行離相般若波羅蜜，是名菩薩

摩訶薩般若波羅蜜中生隨喜福德。」 

「復次，菩薩摩訶薩諸過去滅度佛諸善根，若欲迴向，應如是迴向。作是念：

『如諸佛滅度相，諸善根相亦如是，滅度法相亦如是。我用心迴向，是心相亦如

是。』若能如是迴向，當知是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迴向，不墮想顛倒、

心顛倒、見顛倒。若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取諸佛善根相，迴向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是不名為迴向。何以故？諸過去佛及善根，非相緣非無相緣。若菩

薩摩訶薩作如是取相，是不名善根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菩薩摩訶薩墮

想顛倒、心顛倒、見顛倒。若菩薩摩訶薩諸佛及諸善根及諸心不取相，是名以諸

善根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菩薩摩訶薩不墮想顛倒、心顛倒、見顛倒。」 

爾時彌勒菩薩問須菩提：「云何菩薩摩訶薩於諸善根不取相，能迴向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言：「以是事故，當知菩薩摩訶薩所學般若波羅蜜中，

應有般若波羅蜜方便力。若是福德離般若波羅蜜，不得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何以故？般若波羅蜜中諸佛不可得，諸善根不可得，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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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心亦不可得。於是中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應如是思惟：『過去諸佛及

弟子身皆滅，諸善根亦滅。我今取相分別諸佛諸善根及諸心，以是取相迴向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諸佛所不許。』何以故？取相有所得故。所謂於過去諸佛取相

分別。是故菩薩摩訶薩欲以諸善根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應有得、不應取

相如是迴向。若有得、取相迴向，諸佛不說有大利益。何以故？是「迴向雜毒」

故。譬如「美食雜毒」，雖有好色好香，為人所貪而其中雜毒。愚癡之人食之歡

喜，貪其好色香美可口。飯欲消時，受若死若死等苦。若善男子、善女人不諦受、

不諦取相、不諦誦讀、不解中義。如是教他言：『汝，善男子！過去未來現在十

方諸佛，從初發意已來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入無餘涅槃乃至法盡，於其中

間行般若波羅蜜時作諸善根，行禪那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羼提波羅蜜、尸羅

波羅蜜、檀那波羅蜜時作諸善根，修四禪、四無量心、四無色定、四念處乃至八

聖道分、佛十力乃至修十八不共法時作諸善根，淨佛國土、成就眾生作諸善根，

及諸佛戒眾、定眾、慧眾、解脫眾、解脫知見眾、一切種智、無錯謬法常捨行，

及諸弟子是中所種善根，及諸佛所記當作辟支佛，是中諸天、龍、阿修羅、迦樓

羅、緊陀羅、摩睺羅伽等所種善根。是諸福德稱量和合隨喜，迴向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是迴向以取相得法故，如雜毒食，得法者終無正迴向。』何以故？是得

法雜毒，有相有動有戲論。若如是迴向，則為謗佛，不隨佛教、不隨法說。是善

男子、善女人求佛道應如是學。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從初發意乃至法盡，及弟子

行般若波羅蜜時作善根乃至脩一切種智。餘如上說。云何諸善根迴向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正迴向？有求佛道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羅蜜「不欲謗諸佛」者，諸

福德應如是迴向。如諸佛所知，以無上智慧，是諸善根相是諸善根性我亦如是隨

喜。如諸佛所知，我亦如是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求菩薩道善男子、善女人，

應如是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如是迴向則為不謗佛，如佛所教、如佛法說。

是菩薩摩訶薩迴向則無雜毒。」 

((((3333))))《《《《謗佛經謗佛經謗佛經謗佛經》》》》中所說咒語中所說咒語中所說咒語中所說咒語    

《謗佛經》所說去除謗佛罪者，大概只適合出家人。請見下面經文。《謗佛

經》云：爾時不畏行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有方便門令此菩薩淨惡業不？佛

言：有。不畏行！有陀羅尼，此善男子，若能「出家專心誦此陀羅尼句」惡業則

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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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軼他(台邏反是長音不言長者盡是短音句)阿制(句)阿車婆坻(句)阿那(長音)毘麗(句)阿施黎殺(詩債

反句)阿訖吏帝(句)阿那由系(句)阿系(句)阿毘何(長音)離(句)阿婆(重音不言重者悉是輕音)婆(句)頭

樓唐鵝磨(句)由多若多(長音)納波囉頗閉(句)尼伽地(持債反句)憂伽囉系(句)侯侯迷(無詣反句)

遮波麗(句)娑遲摩細(句)三摩提(句)余(長音)知(句)那耶波離舒(長音)池(重音)帝(句) 

善男子！此十善男子，若能誦此陀羅尼句，於七日中一切放捨，不食雜食，

心不散亂，不著諸色，心不分別，捨憍慢意，常誦不止。更無所作，不與人雜，

行平等心，常行利益。心常修習，五陰無常，而不捨離。常修念佛。若如是行，

於十方中現見千佛。 

爾時，彼會十善男子，聞佛說已，即爾「出家」，專心誦此陀羅尼句，七日

精進隨順攝取，亦常修習念佛三昧，見一千佛，彼惡業障懺悔盡滅。爾時，即得

一切智門集陀羅尼，滅三十劫生死之業，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4) (4) (4) (4) 《《《《佛說決定總持經佛說決定總持經佛說決定總持經佛說決定總持經》》》》    

《佛說決定總持經》與《謗佛經》是同本異譯，所說去除謗佛罪者，大概也

只適合出家人來持咒消業障。請見下面經文。 

《佛說決定總持經》云：無怯行菩薩，復白佛言：惟天中天，寧有方便，使

此十人族姓子等，消除罪殃得至道乎？。佛言：設此十人，一心受學佛所頒宣，

修是法律，「復為沙門」，勤諷誦斯總持章句，可成道耳。何謂總持章句： 

 修清澄，鮮潔句。清且涼，無所授。亦無造，無所得。遵速疾，取新生。 

 奉精進，禮行步。勤修行，智曉了。主觀察，無所起。去患難，遊慕便。 

 舉輕便，普清淨，無不淨。 

佛告無怯行菩薩：此等十人，以諷誦是總持章句，而於七日，修恩德，無所

下，使無色，不懷瞋恚，(心)安詳，不久遊、無所作，無瑕穢，心平等，捨所有。

離五陰，釋不淨，意念佛。諸族姓子，設能如是奉遵道教，十方世界各有千佛，

示現其前，令自見之。剋心自責，歸命聖尊。罪殃可除，逮成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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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族姓子，時聞佛教等順法律，即「捨家業出為沙門」，諷誦此總持章句，

如聖所誨。晝夜七日，精進奉行。竟七日已，輒見十方，各有千佛，分別為說消

罪之業，應時皆得修普智行總持之門。超三十六劫生死之難，逮不退轉，當成無

上正真之道。佛告無怯行菩薩：爾時，月施國王者，今現阿彌陀是。其辯積者，

阿閦如來是。十長者子，今此十人族姓子是也。故無怯行，其有志學菩薩乘者，

慇懃奉修如佛所教，住于正法捨其無明，慎無伺求他人之短也。」 

佛告無怯行菩薩：有四事行，能遵修者嚴淨佛道。何等為四？一曰奉行空事，

常有慈心，無害眾生。二曰菩薩愍敬同學，不為輕慢。三曰為人說法，以輕惠施

無所悕望。四曰志常專一，不懷供養衣食之心。是為四。佛時頌曰： 

其志常樂篤信空無，修治清淨最勝之道。猶如日光隨時宣明，已得佛道所照過彼。 

未曾有人知其瑕闕，為人聖德普忍一切。如是清淨柔順之場，棄捐貢高堪任無量。 

一切所有上妙衣服，常當以施志佛道者。亦不從人悕望供養，是為佛道清淨之品。 

以不悕冀施無量法，恒修愍哀念於眾生。志性常懷恩德之義，是為嚴淨諸佛之道。 

假使樂奉一切諸聖，若欲供養無欲經典。常當承事無極佛道，斯三寶者皆由中生。 

((((5555))))....謗佛除謗佛除謗佛除謗佛除滅滅滅滅罪咒語罪咒語罪咒語罪咒語─適用於出家眾 

多軼他(台邏反是長音不言長者盡是短音句)   阿制(句)    阿車婆坻(句)    阿那(長音)毘麗(句) 

凹渰卡                       狣中     狣猌名司       狣左合同 

tadyath2                      ace     accha-v2di      an2vile 

                                           修清澄     鮮潔句        清且涼 

 

阿施黎殺(詩債反句)    阿訖吏帝(句)    阿那由系(句)    阿系(句)    阿毘何(長音)離(句) 

狣剃宇           狣邟包       狣左仳旨     狣旨      玅合扣共 

a0re=e            ak4te        an2y9he     ahe       2vih2ri 

無所授           亦無造        無所得     勤修行     禮行步 

 

阿婆(重音不言重者悉是輕音)婆(句)     頭樓唐鵝磨(句)     由多若多(長音) 納波囉頗閉(句) 

狣矛向                     泯凹丫伕       仰凹 出    巧渨民對 

abhava                    dr9tagamo     ’ yutaj#2t2   naprapharvye 

取新生                      遵速疾           智曉了   (不放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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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伽地(持債反句)     憂伽囉系(句)    侯侯迷(無詣反句)     遮波麗(句)      娑遲摩細(句) 

市丫爻          珈 
 
旨       收收伙         弋扔同      州李亙弛 

niga7e          udgrahe     huhume         capale     s2dyemase 

去患難          主觀察       奉精進          遊慕便      舉輕便    

 

三摩提(句)           余(長音)知(句)           那耶波離舒(長音)池(重音)帝(句) 

屹交            珅凸               巧伏扔共夸 包 

sam2dhi          9ti               nayapari0odhyete  

無所起         無不淨                  普清淨 

((((6666))))《《《《大寶廣博樓大寶廣博樓大寶廣博樓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    

若談到適合居士或優婆塞、優婆夷菩薩等做謗佛滅罪者，大概要用到《大寶

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中的咒語了。 

《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云：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汝豈

曾聞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耶？過去一切如來為諸有情利益故，已曾演

說。纔聞此陀羅尼者，當於無上菩提得不退轉，一切佛法當得現前，證得一切三

摩地，一切陀羅尼法悉皆現前，善能降伏一切魔軍，然大法炬，一切善根當得現

前，滿足六波羅蜜，能解一切地獄餓鬼傍生焰魔界阿蘇囉眾，及生老病死憂悲苦

惱，永得解脫。當於後世時，於此贍部洲有情不孝父母，不敬沙門婆羅門，不敬

耆舊，誹謗正法毀謗聖人，應墮地獄，「誹謗諸佛」、菩薩、殺阿羅漢，作五無

間罪，殺婆羅門及殺牛者，抄劫竊盜妄語者不與取者，慾邪行者離間和合者，雜

染語者輕秤小斗者，強奪財物者匿他財物者，妄言背信者先世惡業所持者。彼一

切有情類，由此陀羅尼威力，若讀若誦受持，若佩身上若書衣中，若置幢上，若

書經卷若書素及牆壁牌板，乃至聞聲手觸及影其身，及轉觸餘人，決定當得不

退轉無上菩提，能於現世獲無量百千功德，遠離諸罪成就一切善根摧伏諸魔，於

諸世間皆得敬愛，於一切處皆得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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曩莫 薩嚩 怛他孽多南 唵 尾補攞 孽陛 麼抳 鉢囉陛 怛他蘗多 儞捺捨寧 

巧休 屹湱 凹卡丫凹  湡 合旦匡 丫慌 亙   盲立  凹卡丫凹  市叨楝弁 

摩抳  摩抳  蘇鉢囉陛  尾麼黎  娑孽囉 儼鼻  吽 吽 入嚩攞 入嚩攞 沒馱 

亙   亙   年渨立   合亙同   州丫先 刃示刑 猲 猲 湞匡    捂匡  由湀 

尾盧枳帝 麌呬夜 地瑟恥多 孽陛 娑縛訶 

合吐丁包 么剁   炚凹   丫慌 送扣 

 

(7).有關有關有關有關《《《《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咒語咒語咒語咒語 

1.陀羅尼名為警覺，陀羅尼曰 

曩莫   薩嚩  怛他(引)蘗帝瓢(毘庾反)  曳 底瑟綻(二合)底 娜捨儞勢  唵 麼抳 

巧休   屹湱  凹卡丫包芍        份  凸炖凸      叨在司多  湡 亙  

Nama` sarva  tath2gatebhyo(`)  (a)ye ti=6hati   da0a-di0e  o3 ma5i 

歸禮     一切       如來               向   安住、顯現   十方            摩尼                                            

嚩日(二合)紇哩(二合)娜也 嚩日(二合)摩囉  賽(先代反)儞也(二合)尾捺囉(二合)跛寧 

向怔      岝叨伏      向怔      交先  忙沈       合泡    扔  

vajre,     h4daya      vajre,    m2ra  sainya     vidr2     pane  

金剛        心           金剛        破壞     部、眾   有漏的、缺點   終結   

                                                                                      

賀曩 賀曩   嚩日囉(二合)蘗陛  怛囉(二合)娑也 怛囉(二合)娑也  薩嚩   磨(引)囉 

成巧 成巧   向猦     丫慌   泣州伏      泣州伏        屹湱   交先 

hana hana   vajra    garbhe tr2s2ya      tr2s2ya       sarva  m2ra  

破壞 滅除    依金剛藏        離怖畏              恐懼            與所有破壞 

 

婆嚩曩(引)儞   吽  吽     散馱囉    散馱囉      沒馱(引)    昧底哩(二合) 

矛向巧匉     猲  狫     秺 先     秺 先      由湑     伊呾 

bhavanand1.  H93 h93   sadhara  sadhara    buddh2  maitri, 

使意樂產生    依種子因緣字    完全保護   完全護持      依佛陀    慈悲 

 

薩嚩   怛他(引)蘗多 嚩日囉(二合) 羯臘跛(二合)地瑟恥(二合)帝  娑嚩(二合引)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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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湱   凹卡丫凹   向猦       一      炚包        渢 扣 

sarva  tath2gata   vajra-     kalp2     dhi=6hite      sv2h2.   

一切     如來         金剛        法則       給加持護念     祈求守護攝受  

 

2.爾時世尊以淨妙梵音，於大眾中即說警覺陀羅尼曰 

 

唵   薩嚩 怛他蘖多 摩抳  捨多 儞跛底(二合平) 入嚩(二合)攞 入嚩(二合)羅 達麼 

湡   屹湱 凹卡丫凹 亙   州凹  叵拰       捆匡       捆先      猣 

o3, sarva tath2gata  ma5i  02ta  d1pti       jv2la       jv2ra    dharma 

啟讚  一切 如來    摩尼   百寶光 明亮      火          熱       法 

 

馱覩  蘗鞞   麼抳 麼抳   摩訶   麼抳  怛他蘗多 紇哩(二合)怛野 麼抳 

加  丫慌   亙   亙    亙扣  亙   凹卡丫凹 岝    叨伏  亙   

dh2tu garbhe ma5i  ma5i   mah2  ma5i  tath2gata  h4daya    ma5i 

界   胎藏    摩尼    摩尼    大摩尼      如來      心       摩尼 

 

娑嚩(二合引)訶(引) 

渢      扣 

sv2h2. 

 

3.爾時世尊告諸大眾，我今說此陀羅尼教王，此陀羅尼能成就無上菩提，若有

受持能除一切罪業，身得清淨即說根本陀羅尼曰 

曩莫   薩嚩 怛他(引)蘖多(去)南(一引) 唵(二) 尾捕攞 蘖陛(三) 麼抳 鉢囉(二合)陛(四) 

巧休   屹湱  凹卡丫凹         湡   合旦匡 丫慌   亙    盲立  

Nama` sarva tath2gat2n2m.     O3   vipula-garbhe  ma5i-prabhe, 

歸禮 一切    如來             啟讚    大廣博藏     摩尼  寶光 

怛他蘗多(五) 儞捺捨寧(六) 麼抳 麼抳(七) 蘇(上)鉢囉(二合)陛(八) 尾麼黎(九) 

凹卡丫凹    市叨楝弁  亙   亙      年渨立          合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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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h2gata   ni-dar0ane.  ma5i ma5i    su-prabhe        vimale 

如來        內自所證   摩尼 寶珠     發殊妙光       清淨無垢染 

娑(引)蘖囉(十) 儼鼻(十一) 吽(十二) 吽(十三)   入嚩(二合)攞   入嚩(二合)攞(十四) 

州丫先     刃示刑     猲    猲         湞匡         捂匡  

s2gara     gambh1re  h93   h93      jvala         jvala 

似莊嚴海   深邃難量   諸緣種性種子    引發似火      光明 

沒馱   尾盧枳帝(十五) 麌呬夜(二合) 地瑟恥(二合)多(上)  蘖陛(十六) 娑嚩(二合引)訶(引十七) 

由湀    合吐丁包     么剁       炚凹         丫慌     送扣 

buddha  vilokite      guhy2     dhi=6hita       garbhe    sv2h2. 

佛陀     觀照中      秘密      垂跡加持     住此胎藏處  是所祈求 

 

七七七七、、、、滅除謗佛罪業咒語滅除謗佛罪業咒語滅除謗佛罪業咒語滅除謗佛罪業咒語音譜音譜音譜音譜    

  

1.佛說總持決定經總持章句： 

 修清澄，鮮潔句。清且涼，無所授。亦無造，無所得。遵速疾，取新生。 

 奉精進，禮行步。勤修行，智曉了。主觀察，無所起。去患難，遊慕便。 

 舉輕便，普清淨，無不淨。 

2.謗佛經中咒語悉曇音譜 

─依經文所述，適合出家眾所用，或某些居士說法者，有造謗法師罪、謗大

小乘經典罪、謗佛等重業明顯者，也要出家依法求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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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