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威怒烏芻澁麼儀軌經 

開府儀同三司特進試鴻臚卿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賜紫贈司空 

謚大鑒正號大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 詔譯 
 

      十方所有佛  妙智悲濟者  常住菩提心  是故我稽首  普賢即諸佛   

      受職持金剛  為調伏難調  現此明王體  以其法勝故  淨與不淨俱      

      真言者先修  最初承事法  紫檀用塗地  方圓隨意成  依於彼東方                              

      置前本尊像  取二閼伽器  香水以充足  爐焚眾名香  一空器承水 

      布在於壇內  食或不食俱  洗漱亦如是  五輪投地禮  十方佛菩薩 

      方廣大乘經  合掌應至心  右膝當著地  多生非善業  眾罪難具陳 

      今以誠實心  隨懺願清淨  如前發露已  全跏或半跏  興大菩提心 

      堅固無時捨  名香塗手結  佛部三昧耶  二羽虛心合  開進力微屈 

      捻忍願初分  第一文背間  又屈禪智頭  處其進力下  第一節文側 

      以此印當心  諦觀如來儀  用後真言曰 

唵(引)哆他(引)誐覩(引)納婆(二合)嚩(引)野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tath2gatod-bhav2ya sv2h2. 

      三誦總持已  警覺諸如來  光明照觸身  業除煩惱滅  複當安頂上 

      散印成加持  次結蓮華中  三昧耶契相  二羽准前合  戒方忍願開 

      進力亦如之  若敷蓮八葉  安印當心上  想觀自在尊  具足如本儀 

      誦總持三遍 

唵(引)跛娜慕(二合引)納婆(二合)嚩(引)野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padmod-bhav2ya sv2h2. 

警覺蓮華部  聖眾發光明  照觸行者身  障消為我友 

置印於頂右  隨意而散之  復結金剛甲  三昧耶密印 

舒其二羽已  右仰左覆之  以其背相著  檀鉤於智度 

慧復與禪結  如三股金剛  約置於當心  誦明觀部主 

唵(引)嚩日嚧(二合引)納婆(二合)嚩(引)野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vajrod-bhav2ya sv2h2. 

警覺金剛眾  聖者放光明  照觸修行人  加持為善友 

於頂左散印  二羽內相叉  忍願頭相合  微屈其進力 



各近中峯側  禪智併而舒  三股印即成  印額右肩上 

左肩心亦爾  其後加於喉  印已成護身  皆誦後明句 

唵(引)嚩日囉(二合引)祇儞(二合)鉢囉(二合)捻(引)跛哆(二合引)野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vajra-agni pra-d1pt2ya sv2h2. 

威光發熾盛  魔黨不能侵  二羽各虛拳  禪智捻中指 

開右拳握左  進度直如峯  舉印於其頭  大心真言曰 

唵(引)嚩日囉(二合)入嚩(二合引)隸(引)摩訶(引)阿奢儞訶曩娜訶跛遮耶(二合)摩(引)他

尾枳囉拏尾度鑁(二合)娑耶烏芻瑟麼(二合)嚩日囉(二合)俱嚕(二合引)馱吽泮吒(半

音)。 

O3, vajra-jv2le mah2-a0ani hana daha pacya m2tha vi-kira5a vi-

dhva3saya ucchu=ma-vajra krodha hu3 pa6. 

如是三遍畢  已首同本尊  屈頭契進峯  入掌舒力度  遂成頂契相 

唵(引)入嚩(二合引)攞鉢囉入嚩(二合)利哆薩嚩度瑟鹻(二合)尾伽那(二合引)娑牟捺誐 

(二合引)哆度囉(引)遮利哆儞嚩(引)囉也囉乞叉(二合)囉乞叉(二合)𤚥(引)娑嚩(二合引)

訶(引) 

O3, jv2la pra-jvalita sarva du=6a vighn2` sam-udgh2ta, dur-2carita  

ni-v2raya rak=a rak=a m23 sv2h2. 

三遍稱誦之  亦同本尊頂  如前二契相 

進力皆屈之  相捻勢如環  即成五處甲 

唵(引)薩嚩昂伽嚩日囉(二合)迦嚩遮僧那馱薩嚩度瑟吒(二合)惹那摩訶(引)帝(引)闍

嚩日囉(二合引)舍儞僧注(引)囉拏(二合)也吽泮吒(吒半音) 

O3, sarva-a{ga vajra-kavaca sa3-naddha, sarva du=6a-jana mah2-

teja vajra-a0ani sa3-c9r5aya hu3 pa6. 

      內叉其二羽  開掌諸廣舒  合檀慧成峯  微屈禪智節  互捻進力側         

      近申普焰成  誦大心真言  當胸安其印  三遍持明句  心同於本尊 

      改甲進力環  極舒自相合  如針名捧印  誦其後真言 

唵(引)俱嚕(二合引)馱曩吽惹(引)  

O3, krodhana hu3 jy2.  



普焰契又陳  禪智成針狀  真言用根本  名獨股金剛 

唵(引)鄔屹囉(二合)秫(引)攞鉢(引)尼帝(引)孺(引)婆攞吽泮吒(半音) 

Om, ugra 09la-p25i tejo-bala hu3 pa6. 

本尊遍入身  即同大力體  堅持其地故  當同金剛橛 

戒度方慧間  忍亦入願力  亦復入檀戒  願處忍進中 

餘度皆直舒  相合成三股  用禪智柱地  一掣一稱明 

唵(引)嚩日囉(二合)抧(引)隸(引)抧(引)利哆部(引)囕多戍(引)嚩日囉(二合)哆攞娑他

(二合引)那枲(引)麽(引)滿鄧迦嚕(引)彌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vajra-k1le k1lita bh9r, anta0o vajra-tala-sth2na s1m2-bandha3 

karomi sv2h2. 

下至金剛輪  堅固無能壞  准前橛為本  

禪智度極開  直豎即成壇  三轉誦明曰 

唵(引)娑(引)囉娑(引)囉嚩日囉(二合)鉢囉(二合引)迦(引)囉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s2ra s2ra vajra-pr2k2ra sv2h2. 

諦想所居地  澄澈大海生  次誦後真言  七遍當成就 

唵(引)尾麼盧(引)娜地僧母捺伽(二合)哆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vimalo-dadhi sam-udgata sv2h2. 

次應想其海  湧大須彌山  復誦此真言  經七遍方止 

唵(引)烏娜地彌(引)盧鉢囉嚩(二合)哆薩牟陀伽(二合)哆娑嚩(二合引)訶(引) 

Om, uda-dhi meru-parvata sam-udgata sv2h2. 

又想寶山上  師子座莊嚴  其明如後誦  亦復七遍止 

唵(引)莘訶(引)娑那鄔特鉢(二合引)娜也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si3ha-2sana ut-p2daya sv2h2. 

師子法座上  百千葉寶蓮  香潔盛敷榮  誦此密言曰 

唵(引)莘訶(引)娑那奢哆薩訶娑囉(二合)鉢哆囉(三合)迦麼攞俱蘇彌哆娑嚩(二合引)訶

(引) 



O3, si3ha-2sana 0ata-sahasra-pattra-kamala kusumita sv2h2. 

於彼蓮華中  樓閣眾寶成  懸以妙繒幡 

矜羯尼為網  真言如後誦  七遍想隨成 
 

唵(引)奢哆薩訶娑囉(二合)鉢哆囉(三合)迦麼攞(引)薩那鄔波尾瑟吒(二合)鉢囉(二合引)

娑(引)陀尾質特囉(二合)摩尼囉哆那(二合)緊計儞(引)闍(引)攞鉢囉(二合)底庾(二合)波

哆(二合)娑嚩(二合引)訶(引)【誦七遍】 

O3, 0ata-sahasra-pattra-kamala-2sana-upavi=6a pr2-s2da vi-citra 

ma5i-ratna ki{kin1-j2la praty-upta sv2h2. 
 

誦治路明曰 

唵(引)阿(引)迦(引)奢波他尾戍(引)馱甯(引)薩嚩微伽難(二合引)邦伽邦伽吽泮吒(半音) 

Om, 2k20a-patha vi-0odhane sarva vighn23 bha{ga bha{ga hu3 pa6. 

      空中有關鍵  及障難皆除  次結車輅印  邀迎諸聖眾  單已并眷屬  

      隨意奉請之  二羽內相叉  進力舒相拄  禪智捻進力  根側第一文 

      其腕當極開  指背互著掌  誦真言三遍  七寶車輅成 

唵(引)囉怛那(二合)囉他覩囉也(引)覩囉也(引)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ratna-ratha tura-y2 tura-y2 sv2h2. 

念至本尊居  阿拏迦嚩底  想乘車輅已  次當奉請之 

准前寶車輅  忍願禪智撥  向內成請契  真言如後誦 

唵(引)囉怛那(二合)囉他翳(引)係曳(二合引)係耶(二合引)迦唎灑(二合)也娑嚩(二合引)

訶(引) 

O3, ratna-ratha ehyehy 2-kar=aya sv2h2. 

聖者昇寶車  金剛駕御至  當以部主契  請降入道場 

二羽內相叉  禪入進力間  成拳豎智度  每招誦後明 

唵(引)翳係曳(二合引)呬婆誐挽烏芻澁麼(二合)嚩日囉(二合引)護(引)也娑嚩(二合引)訶

(引)   

Om, ehyehi bhagavan ucchu=ma-vajra 2-h9ya sv2h2. 



奉契又當旋  次舒忍願度  自與進力並  右居上相叉 

如股徐動之  翦除諸障者  真言句如後  三轉右同旋 

唵(引)嚩日囉(二合)俱嚕(引)馱摩訶(引)帝(引)闍薩嚩微伽那(二合引)訶那訶那娑牟捺

誐(二合引)帝(引)吽泮吒(吒字半音) 

O3, vajra-krodha mah2-teja` sarva vighn2 hana hana sam-udgh2te 

hu3 pa6. 

次結金剛網  禪捻進根下  智亦加力度  

根側第一文  真言如後稱  牆以網彌覆 

唵(引)嚩日囉(二合)惹(引)攞計哆尾斯底(二合引)唎拏(二合)囉乞釤(二合)鄔波唎瑟置

(二合)麼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vajra-j2lakita vi-st1r5a rak=am upari=6ima sv2h2. 

大院密縫契  二羽並而舒  定以慧羽加 

直豎禪智度  三周右轉已  即誦後真言 

唵(引)嚩日囉(二合)鉢囉(二合引)迦(引)囉(引)三麼(引)儗儞(二合)鉢唎尾唎(二合)哆(引)

也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vajra-pr2k2ra asama-agni pari-v4t2ya sv2h2.  

金剛牆外圍  威焰熾然住  堅固界成已  無能沮壞之  當奉右膝傍 

閼伽香水器  舉與額齊等  誦大心真言  慇懃持獻之  成浴聖眾足 

心所希求願  於此當具陳  微澆空器中  置水在本位  如前蓮華部 

結彼三昧耶  當鉤六度端  如微敷蓮勢  想為金剛葉  三誦後真言 

唵(引)嚩日囉(二合)味(引)囉也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vajra-v1raya sv2h2. 

      如前運想成  眾聖儼依座  次當心供養  水陸有諸華  無主所攝華 

      十方盡空界  人天塗香等  燒香燈明空  傘蓋及幢幡  鼓樂歌舞妓 

      真珠妙羅網  懸以諸寶鈴  白拂與華鬘  散妙香華等  矜羯尼為網 

      如意寶樹王  衣服天厨雲  上妙美香潔  樓閣寶嚴飾  天瓔珞及冠 

      如是供養雲  遍滿虛空界  誠心而運想  又以印真言  聖力所加持 

      虛空庫供給  眾聖當受用  真實無有殊  十度反相交  右押左合掌 

      舉印安於頂  用樓閣真言  次以美言音  金剛妙歌讚 



唵(引)摩訶(引)婆攞嚩特(二合)贊拏尾地也(二合引)囉(引)惹難旎儞尾曩野度唎難(二

合引)哆惹那也曩莫斯迦(引)囉摩訶(引)嚩日囉(二合)尾(二合)地野(二合引)囉(引)惹(引) 

也 

O3, mah2-balavat ca57a vidy2-r2ja da57ini vi-naya dur-d2nta janaya. 

Namas-k2ra mah2-vajra-vidy2-r2j2ya. 

戒方進力屈  二羽虛心合  屈度背相著 

遂成部母契  誦明寂靜意  七遍護本尊 

唵(引)俱嬾摩(引)特哩(二合)囉乞灑(二合)囉乞灑(二合)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kula3-m2t4 rak=a rak=a sv2h2.  

      珠蟠合掌中  誦大心七遍  智方息相捻  禪戒亦復然  餘度皆直舒 

      進捻於忍背  力亦附願上  二羽用承珠  思惟己心中  皎白如滿月 

      分明住觀已  想部母真義  所持之密言  從口而流出  字字皆金色 

      普放無量光  相繼若連珠  自行人口入  散布月輪上  變色隨本尊 

      焰鬘互相穿  文句無錯謬  行人威武相  稱誦祕真言  歸命唵皆寂 

      餘文瞋猛意  末字戒當捻  一珠與句齊  住此三昧門  極力當持念 

      行修將止息  念珠於掌中  如前再加持  頂戴還本處  須臾住靜觀 

      月輪上真言  義理及文詞  諦思其實相  次當出定已  真言金色光 

      從口若連珠  奉歸部母處  應作如是願  攝受此真言  慈悲加護之 

      無令功用失  所得遍數者  誦部母加持  七遍以護之  應作如是法 

      一切有情類  諸苦惱逼身  於其菩提中  不堪任法器  我濟彼等故  

      非獨拔己身  唯願佛世尊  成就還遍數  三部三昧契  如初重作之 

      次護本尊身  用前部母印  捧左閼伽器  奉獻陳所求  儀式不異前 

      次運心供養  火院密縫契  頭上左旋之  諸印都解除  當奉送聖眾 

      降入道場契  智度外彈之  又結請車輅  聖眾昇其上  改禪智外撥 

      想歸於本宮  如前護己身  隨意道場外  印塔當轉念  方廣大乘經 

      迴助心所祈  上中下悉地  往諸觸穢處  慧羽握成拳  禪度豎如峯 

      護身加五處  真言用捧印  不被眾魔羅  此遍說運心  加飲食尤上 

      隨辦任陳布  用大心真言  欲去萎花時  誦此秘密明 

唵(引)阿弊庾(二合)特計瑟(三合)閉埵嚩(二合引)儞唎摩(二合引)隸也(二合)秫瑟劒(二合)

娑嚩(二合引)訶(引) 

Om, abhyut-k=ipitv2 nirm2lya-0u=ka3 sv2h2. 



若欲睡眠者  以部母護身  部主契真言  用護其處所 

如前降入契  智度押進傍  警相當清淨  當誦後真言 

唵(引)嚩日囉(二合)俱攬摩(引)特哩(二合)儞嚩(引)薩那囉乞釤(二合)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vajra-kula3-m2t4 ni-v2sana rak=a3 sv2h2. 

      失精及惡夢  百遍部母明  凡欲喫食時  團食置其處  所持明加護 

      奉獻於本尊  部主前真言  加持食乃食  次陳四微密  儀軌當修習 

      扇底迦寂災  聰明及長壽  并除冤禍法  面北交脛居  豎膝右脛先  

      衣服當潔白  飲食香華地  燈燭亦復然  月輪布真言  文字亦宜白 

      先并歸命誦  三七乃除之  從唵起為初  與某甲除禍  娑嚩訶最後   

      本無臨事加  念誦以小聲  當須寂靜意  若作火壇者  圓穿其爐形 

      於中宜泥輪  護尊忿怒相  若求增長者  名布瑟置迦  五通及轉輪 

      寶藏輪劍杵  致一切財物  藥丸眼藥俱  面東結跏趺  其色皆上赤 

      增減真言句  如前無復殊  欲稱娑嚩訶  其所求如願  小聲寂靜意 

      護尊忿猛威  火壇方穿爐  安杵具三股  若求歡愛法  名嚩施迦囉 

      召人及天龍  鬼神非人類  面西半跏坐  上亦增長同  加減歸命文 

      娑嚩訶亦爾  與某甲攝某  成就願所求  持明歡喜心  護尊寂靜意 

      并以忿猛相  二種皆護之  爐如八葉蓮  開敷具臺蘂  若作降伏法  

      阿毘遮嚕迦  制鬼神惡人  損壞三寶者  右足指押左  面南坐蹲踞 

      示大忿怒形  諸色上青黑  心中漸圓明  變同大日輪  熾盛無與儔 

      發輝如猛焰  除去娑嚩訶  願為某甲成  某事吽泮吒  火爐三角作 

      獨股杵置中  真言猛勵誦  傍人不可聽  護尊寂靜意  事法自當陳 

      相應置本尊  中間是爐位  或於精室外  爐遙對本尊  治地二肘間 

      形隨爐口勢  築階高一指  中量一肘穿  深半肘成爐  周緣高四指 

      一寸外方作  爐成如法治  輪杵泥為之  置中稱其底  瞿摩夷塗飾 

      檀香等又施  其色隨所求  階上祥茅草  隨日右旋布  以本覆其苗 

      所燒物在茅  近行人右手  二器閼伽水  置茅在左旁  柴相隨類推 

      長截十指量  酥蜜乳酪內  搵其薪兩頭  半爐熾炭充  投亦起威焰 

      燧火勿以舊  用扇非口吹  燃爐誦後明  三遍成護持 

唵(引)部(引)入嚩(二合)攞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bh9 jvala sv2h2. 

火既發光焰  當用忿怒王  瀉垢能淨除  祕契如是結  二羽背相著 

八度以頭鉤  轉腕反相合  成拳遍印物  每觸皆稱誦  次後祕真言 



唵枳里枳里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kiri kiri sv2h2.  

又當請火天  直舒其慧羽  禪橫納於掌 

微以進度招  每招誦後明  三遍火天降 

唵(引)翳係曳(二合)呬摩訶(引)步(引)哆提(引)嚩哩使(二合)地尾(二合)惹娑哆麼仡俚

(二合)呬(引)怛嚩(二合)護底莽(引)訶(引)囉麼(引)塞迷(二合引)散仡俚(二合)呬(引)覩

(引)婆嚩阿仡曩(二合)曳賀尾也(二合)迦尾也(二合引)嚩(引)訶曩(引)娑嚩(二合引)訶(引) 

Om, ehyehi mah2-bh9ta deva 4=i dvija-sattama g4h1tva hutim 2h2ra 

m2 sme sa3-g4h1to bhava agnaye havya kavya 2-v2hana sv2h2.  

便想入爐內  次結三昧耶  禪捻檀度初  舒餘波羅蜜 

直灑閼伽水  於火成淨除  三灑皆誦明  真言句如後 

唵(引)阿蜜哩(二合)多軍荼利(引)訶曩訶曩吽泮吒(吒字半音) 

Om, am4ta-ku57al1 hana hana hu3 pa6. 

次以其慧羽  右轉灑閼伽  誦文殊密言  想漱火天口 

唵(引)阿囉瞿(二合引)娜迦嚩囉曇娑嚩(二合引)訶(引) 

Om, arghodaka vara-da3 sv2h2. 

大杓定羽執  小者慧當持  三度取名酥  灌其大杓滿 

慧捨小執大  有斂等按之  次誦後真言  句終灌火上 

唵(引)阿仡曩(二合)曳(引)賀尾也(二合)迦尾也(二合引)嚩(引)訶曩禰(引)波也禰(引)波

(引)也娑嚩(二合引)訶(引) 

Om, agnaye havya kavya 2-v2hana d1paya d1p2ya sv2h2. 

      每至其訶字  皆引聲長呼  空杓却按之  其音即齊畢  非加劍藥類 

     但灌不按杓  是則祀火天  三度皆如此  依前再淨火  漱口用文殊 

     請火天出爐  東南方就座  當設諸供養  次請部主尊  爐中遠行人 

     諦想依位住  又念本尊入  爐中近行人  與部主相當  二聖儼而對 

     忿怒王瀉垢  淨火漱口明  如法重為之  二羽膝間住  如前祀火法  

     各獻三杓酥  每先想己身  本尊與部主  火及劍藥等  一相無有殊 

     五體既合同  各以本明獻  如是供養已  隨求事護摩  觀其應所燒  



     宜杓或宜手  所須用杓類  取前小者澆  執已進度舒  令順於其柄 

     檀戒及忍等  共握禪度初  定羽掐其珠  一誦一投火  遍數既畢已 

     如前各獻酥  二聖歸於壇  又誦火天祀  三大杓酥畢  依位如其初 

     若須祀八方  一一皆當請  諸供養亦爾  解界如儀送  火天契次陳     

     如前請召時  進禪以相捻  誦後明一遍  火天還於宮 

唵(引)布(引)爾覩(引)徒麼也薄乞底也(三合)誐蹉誐蹉(引)仡儞(二合)娑嚩(二合)婆嚩

喃布曩羅(引)伽麽那(引)也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p9jito simaya bhaktya, gaccha gaccha agni svabhavana3 punar-

2gaman2ya sv2h2.  

如前護己身  眾魔不復擾  若夢佛菩薩  金剛諸天王  婆羅門居士 

食粳米酥飯  甘露乳果等  茂林或登山  履塔及樓閣  或乘車馬象 

白鶴孔雀王  金翅鳥與同  泛海清流水  或騰空自在  威焰遍於身 

或聽法座中  及諸清淨事  此皆成就相  覺已勿復眠  若夢魁膾人 

猪驢駱駝狗  或觸或在近  死屍亦復然  惡鬼怖畏走  是障不成相 

或有妄念起  違闕三昧耶  當誦此真言  以除其過患  如前金剛杵 

進力改相合  忍願依甲傍  繞上亦相柱  真言如後誦  三七障皆消 

大輪金剛明曰： 

曩莫悉底哩(三合)野地尾(二合)迦(引)喃(引)薩嚩怛他(引)誐哆(引)喃(引)唵(引)尾囉

(引)爾尾囉(引)爾摩訶(引)漫荼攞(二合)嚩日囉(二合)鉢囉(二合)吠(引)苫安闍悉地也

(二合)鉢囉(二合引)鉢帝(二合引)薩嚩沒馱(引)弊曬(引)蓋(引)薩嚩底唎(二合)囉哆那(二

合)尾地也(二合引)馱囉畢吒迦(引)那(引)伽帝(引)摩也(引)僧馱囉儜(引)阿仡唎耶(二合)

怛鎫(二合)娑(引)馱儞(引)也娑嚩(二合引)訶(引) 

Namas triya-dhvik2n23 sarva tath2gat2n2m. O3, vi-r2jin vi-r2jin 

mah2-ma57ala-vajra pra-ve0am, a#ja` sidhya pr2pte sarva buddha 

abhi-=ekai; sarva tri-ratna vidy2-dhara-pi6aka an2gate may2 sa3-

dh2ra5e agryatva3 s2dhan1ya sv2h2. 

      凡所觀想時  閉目凝心作  了了分明已  目覩道當成  護世八方天  

      真言如後說  八方天王明  摩醯首羅天  位居東北隅  諸天所尊奉     

      真言如後誦 

 



東北方摩醯首羅天真言曰： 

唵(引)嚕捺囉(二合引)也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rudr2ya sv2h2. 

東方帝釋天真言曰： 

唵(引)設揭囉(二合引)也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0akr2ya sv2h2. 

東南方火天真言曰： 

唵(引)阿仡曩(二合)曳(引)娑嚩(二合引)訶(引) 

Om, agnaye sv2h2. 

南方閻羅天真言曰： 

唵(引)耶摩囉(引)惹(引)也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yama-r2j2ya sv2h2. 

西南方羅刹主真言曰： 

唵(引)奈哩底囉(引)乞叉(二合)娑囉(引)惹(引)也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nair4ti-r2k=asa-r2j2ya sv2h2. 

西方水天真言曰： 

唵(引)嚩嚕拏彌(引)伽(引)捨曩曳(引)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varu5a megha-a0anaye sv2h2. 

西北方風天真言曰： 

唵(引)嚩(引)庾吠(引)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v2yuve sv2h2. 

北方毘沙門天真言曰： 

唵(引)吠(引)奢囉(二合)嚩拏摩訶(引)藥乞叉(二合引)地跛多曳(引)娑嚩(二合引)訶(引) 

O3, vai0rava5a mah2-yak=a-adhipataye sv2h2. 

      迎請八方尊  及須供養者  隨其所願事  皆用本真言  凡建曼荼邏 

     及興諸事法  皆先施供養  飲食香燈明  閼伽花塗香  物皆周匝布 

     永無一切障  所願皆遂心  本尊及部主  皆用本真言 

序中舊云：逶迤搊擲，請改為：逶迤輪擲也。又下卷初，心密言法中，舊云：若

得莽羅葉博伽得博伽稱，及咄嚕瑟迦，蘇合香也，末和芥子以進火中一千八遍，

令眾人敬。請改為：若零陵香、天竺蘇合香末，和芥子油進火中一千八遍，令人

福德儀中，舊脫四句，請知之。真言者：諸色上青黑，心中漸圓明，變同大日

輪，熾盛無與儔，發輝如猛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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