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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明最胜王经
大唐三藏沙门义净奉

制译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
序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王舍城鹫峰山顶，于最清净甚深法界，诸佛之境，
如来所居，与大苾刍众九万八千人，皆是大阿罗汉——能善调伏，如大象王，诸
漏已除，无复烦恼，心善解脱，慧善解脱，所作已毕，舍诸重担，逮得己利，尽
诸有结，得大自在，住清净戒，善巧方便，智慧庄严，证八解脱，已到彼岸——
其名曰：具寿阿若憍陈如，具寿阿说侍多，具寿婆湿波，具寿摩诃那摩，具寿婆
帝利迦，大迦摄波，优楼频螺迦摄，伽耶迦摄，那提迦摄，舍利子，大目乾连；
惟阿难陀住于学地。如是等诸大声闻，各于晡时从定而起，往诣佛所，顶礼佛足，
右绕三匝，退坐一面。
复有菩萨摩诃萨，百千万亿人俱——有大威德，如大龙王，名称普闻，众所
知识，施戒清净，常乐奉持，忍行精勤，经无量劫，超诸静虑，系念现前，开阐
慧门，善修方便，自在游戏，微妙神通，逮得总持，辩才无尽，断诸烦恼，累染
皆亡，不久当成一切种智，降魔军众而击法鼓，制诸外道，令起净心，转妙法轮，
度人天众，十方佛土悉已庄严，六趣有情无不蒙益，成就大智，具足大忍，住大
慈悲心，有大坚固力，历事诸佛，不般涅槃，发弘誓心，尽未来际，广于佛所深
种净因，于三世法悟无生忍，逾于二乘所行境界，以大善巧化导世间，于大师教
悉能敷演，秘密之法，甚深空性，皆已了知，无复疑惑—其名曰：无障碍转法轮
菩萨，常发心转法轮菩萨，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慈氏菩萨，妙吉祥菩萨，
观自在菩萨，总持自在王菩萨，大辩庄严王菩萨，妙高山王菩萨，大海深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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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幢菩萨，大宝幢菩萨，地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宝手自在菩萨，金刚手菩萨，
欢喜力菩萨，大法力菩萨，大庄严光菩萨，大金光庄严菩萨，净戒菩萨，常定菩
萨，极清净慧菩萨，坚固精进菩萨，心如虚空菩萨，不断大愿菩萨，施药菩萨，
疗诸烦恼病菩萨，医王菩萨，欢喜高王菩萨，得上授记菩萨，大云净光菩萨，大
云持法菩萨，大云名称喜乐菩萨，大云现无边称菩萨，大云师子吼菩萨，大云牛
王吼菩萨，大云吉祥菩萨，大云宝德菩萨，大云日藏菩萨，大云月藏菩萨，大云
星光菩萨，大云火光菩萨，大云电光菩萨，大云雷音菩萨，大云慧雨充遍菩萨，
大云清净雨王菩萨，大云花树王菩萨，大云青莲花香菩萨，大云宝栴檀香清凉身
菩萨，大云除闇菩萨，大云破翳菩萨。如是等无量大菩萨众，各于晡时，从定而
起，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退坐一面。
复有梨车毗童子五亿八千，其名曰：师子光童子，师子慧童子，法授童子，
因陀罗授童子，大光童子，大猛童子，佛护童子，法护童子，僧护童子，金刚护
童子，虚空护童子，虚空吼童子，宝藏童子，吉祥妙藏童子，如是等人而为上首，
悉皆安住无上菩提，于大乘中，深信欢喜。各于晡时，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右
绕三匝，退坐一面。
复有四万二千天子，其名曰：喜见天子，喜悦天子，日光天子，月髻天子，
明慧天子，虚空净慧天子，除烦恼天子，吉祥天子，如是等天子而为上首，皆发
弘愿，护持大乘，绍隆正法，能使不绝。各于晡时，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右绕
三匝，退坐一面。
复有二万八千龙王：莲华龙王，伊罗叶龙王，大力龙王，大吼龙王，小波龙
王，持駃水龙王，金面龙王，如意龙王，如是等龙王而为上首，于大乘法，常乐
受持，发深信心，称扬拥护。各于晡时，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退坐
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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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有三万六千诸药叉众，毗沙门天王而为上首。其名曰：庵婆药叉，持庵婆
药叉，莲花光藏药叉，莲花面药叉，颦眉药叉，现大怖药叉，动地药叉，吞食药
叉，是等药叉悉皆爱乐如来正法，深心护持，不生疲懈，各于晡时，往诣佛所，
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退坐一面。
复有四万九千揭路茶王，香象势力王而为上首，及余健闼婆，阿苏罗，紧那
罗，莫呼洛伽等，山林河海一切神仙，并诸大国所有王众，中宫后妃，净信男女，
人天大众，悉皆云集，咸愿拥护无上大乘，读诵受持，书写流布。各于晡时，往
诣佛所，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退坐一面。
如是等声闻、菩萨、人天大众、龙神八部，既云集已，各各至心合掌恭敬，
瞻仰尊容，目未曾舍，愿乐欲闻，殊胜妙法。
尔时，薄伽梵于日晡时，从定而起，观察大众，而说颂曰：
金光明妙法，

最胜诸经王；

甚深难得闻，

诸佛之境界。

我当为大众，

宣说如是经；

并四方四佛，

威神共加护：

东方阿閦尊，

南方宝相佛，

西方无量寿，

北方天鼓音。

我复演妙法，

吉祥忏中胜，

能灭一切罪，

净除诸恶业。

及消众苦患，

常与无量乐，

一切智根本，

诸功德庄严。

众生身不具，

寿命将损减，

诸恶相现前，

天神皆舍离。

亲友怀瞋恨，

眷属悉分离，

彼此共乖违，

珍财皆散失。

恶星为变怪，

或被邪蛊侵，

若复多忧愁，

众苦之所逼，

睡眠见恶梦，

因此生烦恼。

是人当澡浴，

应着鲜洁衣，

于此妙经王，

甚深佛所赞，

专注心无乱，

读诵听受持。

由此经威力，

能离诸灾横，

及余众苦难，

无不皆除灭。

护世四王众，

及大臣眷属，

无量诸药叉，

一心皆拥卫。

大辩才天女，

尼连河水神，

诃利底母神，

坚牢地神众，

梵王帝释主，

龙王紧那罗，

及金翅鸟王，

阿苏罗天众，

如是天神等，

并将其眷属，

皆来护是人，

昼夜常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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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说是经，

甚深佛行处；

诸佛秘密教，

千万劫难逢。

若有闻是经，

能为他演说，

若心生随喜，

或设于供养；

如是诸人等，

当于无量劫，

常为诸天人，

龙神所恭敬。

此福聚无量，

数过于恒沙，

读诵是经者，

当获斯功德。

亦为十方尊，

深行诸菩萨，

拥护持经者，

令离诸苦难。

供养是经者，

如前澡浴身，

饮食及香花，

恒起慈悲意。

若欲听是经，

令心净无垢；

常生欢喜念，

能长诸功德。

若以尊重心，

听闻是经者；

善生于人趣，

远离诸苦难。

彼人善根熟，

诸佛之所赞；

方得闻是经，

及以忏悔法。
金光明最胜王经如来寿量品第二
尔时，王舍大城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妙幢，已于过去无量俱胝那庾多百千
佛所，承事供养，殖诸善根。是时妙幢菩萨独于静处，作是思惟：“以何因缘，
释迦牟尼如来寿命短促，唯八十年？”复作是念：“如佛所说，有二因缘，得寿
命长。云何为二？一者、不害生命，二者、施他饮食。然释迦牟尼如来曾于无量
百千万亿无数大劫，不害生命，行十善道，常以饮食惠施一切饥饿众生，乃至己
身血肉骨髓，亦持施与，令得饱满，况余饮食。”
时彼菩萨于世尊所作是念时，以佛威力，其室忽然广博严净，帝青琉璃种种
众宝，杂彩间饰，如佛净土，有妙香气过诸天香，芬馥充满。于其四面各有上妙
师子之座，四宝所成，以天宝衣而敷其上。复于此座有妙莲花，种种珍宝以为严
饰，量等如来自然显现。于莲花上有四如来，东方不动，南方宝相，西方无量寿，
北方天鼓音。是四如来各于其座加趺而坐，放大光明，周遍照耀王舍大城，及此
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十方恒河沙等诸佛国土，雨诸天花，奏诸天乐。尔时，于此
赡部洲中及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以佛威力，受胜妙乐，无有乏少。若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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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皆蒙具足，盲者能视，聋者得闻，哑者能言，愚者得智，若心乱者得本心，
若无衣者得衣服，被恶贱者人所敬，有垢秽者身清洁，于此世间所有利益，未曾
有事，悉皆显现。
尔时，妙幢菩萨见四如来及希有事，欢喜踊跃，合掌一心，瞻仰诸佛殊胜之
相，亦复思惟释迦牟尼如来无量功德，惟于寿命生疑惑心：“云何如来功德无量，
寿命短促唯八十年？”
尔时，四佛告妙幢菩萨言：“善男子！汝今不应思忖如来寿命长短。何以故？
善男子！我等不见诸天、世间、梵、魔、沙门、婆罗门等，人及非人，有能算知
佛之寿量，知其齐限，惟除无上正遍知者。”时四如来欲说释迦牟尼佛所有寿量，
以佛威力，欲、色界天、诸龙、鬼神、健闼婆、阿苏罗、揭路拏、紧那罗、莫呼
洛伽，及无量百千亿那庾多菩萨摩诃萨，悉来集会，入妙幢菩萨净妙室中。
尔时，四佛于大众中，欲显释迦牟尼如来所有寿量，而说颂曰：
一切诸海水，

可知其渧数；

无有能数知，

释迦之寿量。

析诸妙高山，

如芥可知数；

无有能数知，

释迦之寿量。

一切大地土，

可知其尘数；

无有能数知，

释迦之寿量。

假使量虚空，

可得尽边际；

无有能度知，

释迦之寿量。

若人住亿劫，

尽力常算数；

亦复不能知，

世尊之寿量。

不害众生命，

及施于饮食；

由斯二种因，

得寿命长远。

是故大觉尊，

寿命难知数；

如劫无边际，

寿量亦如是。

妙幢汝当知，

不应起疑惑；

最胜寿无量，

莫能知数者。

尔时，妙幢菩萨闻四如来说释迦牟尼佛寿量无限，白言：“世尊！云何如来
示现如是短促寿量？”
时四世尊告妙幢菩萨言：“善男子！彼释迦牟尼佛于五浊恶世出现之时，人
寿百年，禀性下劣，善根微薄，复无信解。此诸众生多有我见、人见、众生、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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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养育邪见、我我所见、断常见等，为欲利益此诸异生及众外道如是等类，令
生正解，速得成就无上菩提，是故释迦牟尼如来示现如是短促寿命。善男子！然
彼如来欲令众生见涅槃已，生难遭想、忧苦等想，于佛世尊所说经教，速当受持，
读诵通利，为人解说，不生谤毁，是故如来现斯短寿。何以故？彼诸众生若见如
来不般涅槃，不生恭敬难遭之想，如来所说甚深经典，亦不受持读诵通利、为人
宣说。所以者何？以常见佛，不尊重故。善男子！譬如有人见其父母多有财产，
珍宝丰盈，便于财物不生希有难遭之想。所以者何？于父财物生常想故。善男子！
彼诸众生亦复如是，若见如来不入涅槃，不生希有难遭之想。所以者何？由常见
故。善男子！譬如有人父母贫穷，资财乏少，然彼贫人或诣王家、或大臣舍，见
其仓库种种珍宝悉皆盈满，生希有心，难遭之想。时彼贫人为欲求财，广设方便，
策勤无怠。所以者何？为舍贫穷，受安乐故。善男子！彼诸众生亦复如是，若见
如来入于涅槃，生难遭想乃至忧苦等想，复作是念：‘于无量劫诸佛如来出现于
世，如乌昙跋花，时乃一现。’彼诸众生发希有心，起难遭想。若遇如来，心生
敬信，闻说正法，生实语想，所有经典悉皆受持，不生毁谤。善男子！以是因缘，
彼佛世尊，不久住世，速入涅槃。善男子！是诸如来，以如是等善巧方便成就众
生。”尔时，四佛说是语已，忽然不现。
尔时，妙幢菩萨摩诃萨与无量百千菩萨，及无量亿那庾多百千众生，俱共往
诣鹫峰山中释迦牟尼如来正遍知所，顶礼佛足，在一面立。时妙幢菩萨以如上事
具白世尊。
时四如来亦诣鹫峰，至释迦牟尼佛所，各随本方就座而坐，告侍者菩萨言：
“善男子！汝今可诣释迦牟尼佛所，为我致问：‘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行
不？’复作是言：‘善哉！善哉！释迦牟尼如来！今可演说《金光明经》甚深法
要，为欲饶益一切众生，除去饥馑，令得安乐，我当随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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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彼侍者各诣释迦牟尼佛所，顶礼双足，却住一面，俱白佛言：“彼天人师
致问无量：‘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行不？’复作是言：‘善哉！善哉！释
迦牟尼如来！今可演说《金光明经》甚深法要，为欲利益一切众生，除去饥馑，
令得安乐。’”
尔时，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告彼侍者诸菩萨言：“善哉！善哉！彼四如
来，乃能为诸众生饶益安乐，劝请于我宣扬正法。”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我常在鹫山，

宣说此经宝；

成就众生故，

示现般涅槃。

凡夫起邪见，

不信我所说；

为成就彼故，

示现般涅槃。

时大会中有婆罗门，姓憍陈如，名曰法师授记，与无量百千婆罗门众，供养
佛已，闻世尊说入般涅槃，涕泪交流，前礼佛足，白言：“世尊！若实如来于诸
众生有大慈悲，怜愍利益，令得安乐，犹如父母，余无等者，能与世间作归依处，
如净满月，以大智慧能为照明，如日初出，普观众生，爱无偏党，如罗睺攞，惟
愿世尊施我一愿！”
尔时世尊默然而止。佛威力故，于此众中，有梨车毗【licchavi】童子，名
一切众生喜见，语婆罗门憍陈如言：“大婆罗门！汝今从佛欲乞何愿？我能与
汝。”
婆罗门言：“童子！我欲供养无上世尊，今从如来求请舍利如芥子许。何以
故？我曾闻说：‘若善男子、善女人，得佛舍利如芥子许，恭敬供养，是人当生
三十三天而为帝释。’”
是时童子语婆罗门曰：“若欲生三十三天受胜报者，应当至心听是《金光明
最胜王经》。于诸经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声闻、独觉所不能知；此经能生无
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办无上菩提。我今为汝略说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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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门言：“善哉！童子！此《金光明最胜王经》甚深最上，难解难入，声
闻、独觉尚不能知，何况我等边鄙之人，智慧微浅而能解了。是故我今求佛舍利
如芥子许，持还本处，置宝函中，恭敬供养，命终之后得为帝释，常受安乐。云
何汝今不能为我从明行足求斯一愿？”作是语已。
尔时童子即为婆罗门，而说颂曰：
恒河駃流水，

可生白莲花；

黄鸟作白形，

黑鸟变为赤；

假使赡部树，

可生多罗果；

朅树罗枝中，

能出庵罗叶；

斯等希有物，

或容可转变；

世尊之舍利，

毕竟不可得。

假使用龟毛，

织成上妙服，

寒时可被着，

方求佛舍利。

假使蚊蚋足，

可使成楼观，

坚固不摇动，

方求佛舍利。

假使水蛭虫，

口中生白齿，

长大利如锋，

方求佛舍利。

假使持兔角，

用成于梯蹬，

可升上天宫，

方求佛舍利。

鼠缘此梯上，

除去阿苏罗，

能障空中月，

方求佛舍利。

若蝇饮酒醉，

周行村邑中，

广造于舍宅，

方求佛舍利。

若使驴唇色，

赤如频婆果，

善作于歌舞，

方求佛舍利。

乌与鸺鹠鸟，

同共一处游，

彼此相顺从，

方求佛舍利。

假使波罗叶，

可成于伞盖，

能遮于大雨，

方求佛舍利。

假令大船舶，

盛满诸财宝，

能令陆地行，

方求佛舍利。

假使鹪鹩鸟，

以嘴衔香山，

随处任游行，

方求佛舍利。
尔时，法师授记婆罗门闻此颂已，亦以伽他答一切众生喜见童子曰：
善哉大童子，

此众中吉祥；

善巧方便心，

得佛无上记。

如来大威德，

能救护世间；

仁可至心听，

我今次第说。

诸佛境难思，

世间无与等；

法身性常住，

修行无差别。

诸佛体皆同，

所说法亦尔；

诸佛无作者，

亦复本无生。

世尊金刚体，

权现于化身；

是故佛舍利，

无如芥子许。

佛非血肉身，

云何有舍利？

方便留身骨，

为益诸众生。

法身是正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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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即如来；

此是佛真身，

亦说如是法。

尔时，会中三万二千天子，闻说如来寿命长远，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欢喜踊跃，得未曾有。异口同音，而说颂曰：
佛不般涅槃，

正法亦不灭；

为利众生故，

示现有灭尽。

世尊不思议，

妙体无异相；

为利众生故，

现种种庄严。

尔时，妙幢菩萨亲于佛前，及四如来并二大士诸天子所，闻说释迦牟尼如来
寿量事已，复从座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若实如是，诸佛如来不般涅槃，
无舍利者，云何经中说有涅槃及佛舍利，令诸人天恭敬供养？过去诸佛现有身骨
流布于世，人天供养得福无边，今复言无？致生疑惑，惟愿世尊哀愍我等，广为
分别！”
尔时，佛告妙幢菩萨及诸大众：“汝等当知！云般涅槃有舍利者，是密意说，
如是之义，当一心听。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如是应知，有其十法能解如来、应供、
正等觉真实理趣，说有究竟大般涅槃。云何为十？一者、诸佛如来究竟断尽诸烦
恼障、所知障故，名为涅槃。二者、诸佛如来善能解了有情无性及法无性故，名
为涅槃。三者、能转身依及法依故，名为涅槃。四者、于诸有情任运休息化因缘
故，名为涅槃。五者、证得真实无差别相平等法身故，名为涅槃。六者、了知生
死及以涅槃无二性故，名为涅槃。七者、于一切法了其根本，证清净故，名为涅
槃。八者、于一切法无生无灭善修行故，名为涅槃。九者、真如法界实际平等，
得正智故，名为涅槃。十者、于诸法性及涅槃性，得无差别故，名为涅槃。是谓
十法，说有涅槃。”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如是应知，复有十法，能解如来、应供、正等
觉真实理趣，说有究竟大般涅槃。云何为十？一者、一切烦恼以乐欲为本，从乐
欲生；诸佛世尊断乐欲故，名为涅槃。二者、以诸如来断诸乐欲，不取一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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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取故，无去无来，无所取故，名为涅槃。三者、以无去来及无所取，是则法身
不生不灭，无生灭故，名为涅槃。四者、此无生灭非言所宣，言语断故，名为涅
槃。五者、无有我人，惟法生灭，得转依故，名为涅槃。六者、烦恼随惑，皆是
客尘，法性是主，无来无去，佛了知故，名为涅槃。七者、真如是实，余皆虚妄，
实性体者即是真如，真如性者即是如来，名为涅槃。八者、实际之性无有戏论，
惟独如来证实际法，戏论永断，名为涅槃。九者、无生是实，生是虚妄，愚痴之
人漂溺生死，如来体实，无有虚妄，名为涅槃。十者、不实之法是从缘生，真实
之法不从缘起，如来法身，体是真实，名为涅槃。善男子！是谓十法，说有涅槃。”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如是应知，复有十法，能解如来、应供、正等
觉真实理趣，说有究竟大般涅槃。云何为十？一者、如来善知施及施果，无我我
所，此施及果不正分别，永除灭故，名为涅槃。二者、如来善知戒及戒果，无我
我所，此戒及果不正分别，永除灭故，名为涅槃。三者、如来善知忍及忍果，无
我我所，此忍及果不正分别，永除灭故，名为涅槃。四者、如来善知勤及勤果，
无我我所，此勤及果不正分别，永除灭故，名为涅槃。五者、如来善知定及定果，
无我我所，此定及果不正分别，永除灭故，名为涅槃。六者、如来善知慧及慧果，
无我我所，此慧及果不正分别，永除灭故，名为涅槃。七者、诸佛如来善能了知
一切有情非有情，一切诸法皆无性，不正分别，永除灭故，名为涅槃。八者、若
自爱者便起追求，由追求故，受众苦恼；诸佛如来除自爱故，永绝追求，无追求
故，名为涅槃。九者、有为之法皆有数量，无为法者数量皆除，佛离有为，证无
为法，无数量故，名为涅槃。十者、如来了知有情及法，体性皆空，离空非有，
空性即是真法身故，名为涅槃。善男子！是谓十法，说有涅槃。”
“复次，善男子！岂惟如来不般涅槃是为希有？复有十种希有之法，是如来
行。云何为十？一者、生死过失，涅槃寂静，由于生死及以涅槃证平等故，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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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不住涅槃，于诸有情不生厌背，是如来行。二者、佛于众生不作是念：‘此
诸愚夫，行颠倒见，为诸烦恼之所缠迫；我今开悟，令其解脱。’然由往昔慈善
根力，于彼有情随其根性意乐胜解，不起分别，任运济度，示教利喜，尽未来际，
无有穷尽，是如来行。三者、佛无是念：‘我今演说十二分教，利益有情。’然
由往昔慈善根力，为彼有情广说，乃至尽未来际无有穷尽，是如来行。四者、佛
无是念：‘我今往彼城邑聚落，王及大臣、婆罗门、刹帝利、毘舍、戍陀罗等舍，
从其乞食。’然由往昔身语意行惯习力故，任运诣彼，为利益事而行乞食，是如
来行。五者、如来之身，无有饥渴，亦无便利羸惫之相，虽行乞取而无所食，亦
无分别，然为任运利益有情，示有食相，是如来行。六者、佛无是念：‘此诸众
生，有上、中、下，随彼机性而为说法。’然佛世尊无有分别，随其器量善应机
缘，为彼说法，是如来行。七者、佛无是念：‘此类有情不恭敬我，常于我所出
呵骂言，不能与彼共为言论；彼类有情恭敬于我，常于我所共相赞叹，我当与彼
共为言说。’然而如来起慈悲心，平等无二，是如来行。八者、诸佛如来无有爱
憎、憍慢、贪惜及诸烦恼，常乐寂静，赞叹少欲，离诸諠闹，是如来行。九者、
如来无有一法不知、不善通达，于一切处镜智现前无有分别。然而如来见彼有情
所作事业，随彼意转方便，诱引令得出离，是如来行。十者、如来若见一分有情
得富盛时，不生欢喜；见其衰损，不起忧戚。然而如来见彼有情修习正行，无碍
大慈，自然摄受；若见有情修习邪行，无碍大悲，自然救摄，是如来行。善男子！
如是当知如来、应供、正等觉，有如是无边正行。汝等当知，是谓涅槃真实之相。
或时见有般涅槃者，是权方便，及留舍利令诸有情恭敬供养，皆是如来慈善根力。
若供养者，于未来世，远离八难，逢值诸佛，遇善知识，不失善心，福报无边，
速当出离，不为生死之所缠缚，如是妙行，汝等勤修，勿为放逸。”
尔时，妙幢菩萨闻佛亲说不般涅槃及甚深行，合掌恭敬白言：“我今始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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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大师不般涅槃，及留舍利普益众生，身心踊悦，叹未曾有。”说是如来寿量品
时，无量无数无边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时四如来忽然不现，
妙幢菩萨，礼佛足已，从座而起还其本处。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二
大唐三藏沙门义净奉

制译

分别三身品第三
尔时，虚空藏菩萨摩诃萨，在大众中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
恭敬，顶礼佛足，以上微妙金宝之花宝幢幡盖而为供养，白佛言：“世尊！云何
菩萨摩诃萨于诸如来甚深秘密，如法修行？”佛言：“善男子！谛听！谛听！善
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善男子！一切如来有三种身。云何为三？一者、化身，二者、应身，三者、
法身。如是三身具足，摄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正了知，速出生死。云何菩
萨了知化身？善男子！如来昔在修行地中，为一切众生修种种法，如是修习至修
行满，修行力故，得大自在；自在力故，随众生意，随众生行，随众生界，悉皆
了别，不待时，不过时，处相应，时相应，行相应，说法相应，现种种身，是名
化身。善男子！云何菩萨了知应身？谓诸如来为诸菩萨得通达故，说于真谛，为
令解了生死涅槃是一味故，为除身见众生怖畏欢喜故，为无边佛法而作本故，如
实相应如如、如如智本愿力故，是身得现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项背圆光，是
名应身。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了知法身？为除诸烦恼等障，为具诸善法故，
唯有如如、如如智，是名法身。前二种身，是假名有，此第三身，是真实有，为
前二身而作根本。何以故？离法如如，离无分别智，一切诸佛无有别法，一切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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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智慧具足，一切烦恼究竟灭尽，得清净佛地，是故法如如、如如智摄一切佛法。”
“复次，善男子！一切诸佛利益自他，至于究竟。自利益者，是法如如，利
益他者，是如如智。能于自他利益之事，而得自在，成就种种无边用故，是故分
别一切佛法，有无量无边种种差别。善男子！譬如依止妄想思惟，说种种烦恼，
说种种业用，说种种果报。如是依法如如，依如如智，说种种佛法，说种种独觉
法，说种种声闻法。依法如如，依如如智，一切佛法自在成就，是为第一不可思
议。譬如画空作庄严具，是难思议；如是依法如如，依如如智，成就佛法亦难思
议。”
“善男子！云何法如如、如如智二无分别，而得自在事业成就？善男子！譬
如如来入于涅槃，愿自在故，种种事业皆得成就；法如如、如如智自在事成，亦
复如是。”
“复次，菩萨摩诃萨入无心定，依前愿力，从禅定起，作众事业，如是二法
无有分别，自在事成。善男子！譬如日月无有分别，亦如水镜无有分别，光明亦
无分别，三种和合得有影生。如是法如如、如如智亦无分别，以愿自在故，众生
有感，现应化身，如日月影和合出现。”
“复次，善男子！譬如无量无边水镜，依于光故，空影得现种种异相，空者
即是无相。善男子！如是受化诸弟子等，是法身影，以愿力故，于二种身现种种
相，于法身地无有异相。善男子！依此二身，一切诸佛说有余涅槃；依此法身，
说无余涅槃。何以故？一切余法究竟尽故；依此三身，一切诸佛说无住处涅槃。
为二身故，不住涅槃，离于法身，无有别佛。何故二身不住涅槃？二身假名不实，
念念生灭，不定住故，数数出现，以不定故；法身不尔，是故二身不住涅槃，法
身不二，是故不住涅槃，故依三身说无住涅槃。”
“善男子！一切凡夫为三相故，有缚有障，远离三身，不至三身。何者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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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遍计所执相，二者、依他起相，三者、成就相。如是诸相，不能解故，不
能灭故，不能净故，是故不得至于三身。如是三相，能解、能灭、能净故，是故
诸佛具足三身。善男子！诸凡夫未能除遣此三心故，远离三身，不能得至。何者
为三？一者、起事心；二者、依根本心；三者、根本心。依诸伏道，起事心尽；
依法断道，依根本心尽；依最胜道，根本心尽。起事心灭故，得现化身；依根本
心灭故，得显应身；根本心灭故，得至法身。是故一切如来具足三身。”
“善男子！一切诸佛，于第一身，与诸佛同事；于第二身，与诸佛同意；于
第三身，与诸佛同体。善男子！是初佛身，随众生意有多种故，现种种相，是故
说多。第二佛身，弟子一意，故现一相，是故说一。第三佛身，过一切种相，非
执相境界，是故说名不一不二。善男子！是第一身，依于应身得显现故；是第二
身，依于法身得显现故；是法身者，是真实有，无依处故。”
“善男子！如是三身，以有义故而说于常，以有义故说于无常。化身者，恒
转法轮，处处随缘，方便相续，不断绝故，是故说常；非是本故，具足大用不显
现故，说为无常。应身者，从无始来，相续不断，一切诸佛不共之法能摄持故，
众生无尽，用亦无尽，是故说常；非是本故，以具足用不显现故，说为无常。法
身者，非是行法，无有异相，是根本故，犹如虚空，是故说常。善男子！离无分
别智，更无胜智，离法如如，无胜境界；是法如如，是慧如如，是二种如如，如
如不一不异，是故法身慧清净故，灭清净故，是二清净，是故法身具足清净。”
“复次，善男子！分别三身，有四种异：有化身非应身，有应身非化身，有
化身亦应身，有非化身亦非应身。何者化身非应身？谓诸如来般涅槃后，以愿自
在故，随缘利益，是名化身。何者应身非化身？是地前身。何者化身亦应身？谓
住有余涅槃之身。何者非化身非应身？谓是法身。”
“善男子！是法身者二无所有所显现故。何者名为二无所有？于此法身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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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处，二皆是无，非有非无，非一非异，非数非非数，非明非闇。如是如如智，
不见相及相处，不见非有非无，不见非一非异，不见非数非非数，不见非明非闇。
是故当知境界清净，智慧清净，不可分别，无有中间，为灭道本故，于此法身能
显如来种种事业。”
“善男子！是身因缘境界处所，果依于本，难思议故，若了此义，是身即是
大乘，是如来性，是如来藏。依于此身得发初心，修行地心而得显现，不退地心
亦皆得现，一生补处心、金刚之心、如来之心而悉显现，无量无边如来妙法，皆
悉显现。依此法身，不可思议摩诃三昧而得显现；依此法身，得现一切大智。是
故二身依于三昧，依于智慧，而得显现。如此法身，依于自体说常、说我，依大
三昧故说于乐，依于大智故说清净，是故如来常住自在安乐清净。依大三昧，一
切禅定首楞严等，一切念处、大法念等，大慈大悲一切陀罗尼、一切神通、一切
自在、一切法平等摄受，如是佛法，悉皆出现。依此大智，十力、四无所畏、四
无碍辩、一百八十不共之法，一切希有不可思议法，悉皆显现。譬如依如意宝珠，
无量无边种种珍宝，悉皆得现。如是依大三昧宝，依大智慧宝，能出种种无量无
边诸佛妙法。”
“善男子！如是法身三昧智慧，过一切相，不著于相，不可分别，非常非断，
是名中道。虽有分别，体无分别。虽有三数而无三体，不增不减，犹如梦幻，亦
无所执，亦无能执，法体如如是解脱处，过死王境，越生死闇，一切众生不能修
行、所不能至，一切诸佛菩萨之所住处。善男子！譬如有人愿欲得金，处处求觅，
遂得金矿，既得矿已，即便碎之，择取精者，炉中销炼，得清净金，随意回转，
作诸镮钏种种严具，虽有诸用，金性不改。”
“复次，善男子！若善男子、善女人，求胜解脱，修行世善，得见如来及弟
子众，得亲近已，白佛言：‘世尊！何者为善？何者不善？何者正修？得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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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诸佛如来及弟子众，见彼问时，如是思惟：‘是善男子、善女人，欲求清
净，欲听正法。’即便为说，令其开悟。彼既闻已，正念忆持，发心修行，得精
进力，除懒惰障，灭一切罪，于诸学处，离不尊重，息掉悔心，入于初地；依初
地心，除利有情障，得入二地；于此地中，除不逼恼障，入于三地；于此地中，
除心软净障，入于四地；于此地中，除善方便障，入于五地；于此地中，除见真
俗障，入于六地；于此地中，除见行相障，入于七地；于此地中，除不见灭相障，
入于八地；于此地中，除不见生相障，入于九地；于此地中，除六通障，入于十
地；于此地中，除所知障，除根本心，入如来地。如来地者，由三净故，名极清
净。云何为三？一者、烦恼净，二者、苦净，三者、相净。譬如真金镕销治炼，
既烧打已，无复尘垢，为显金性本清净故，金体清净，非谓无金。譬如浊水，澄
渟清净，无复滓秽，为显水性本清净故，非谓无水。如是法身，与烦恼离，苦集
除已，无复余习，为显佛性本清净故，非谓无体。譬如虚空，烟云尘雾之所障蔽，
若除屏已，是空界净，非谓无空。如是法身一切众苦悉皆尽故，说为清净，非谓
无体。譬如有人于睡梦中，见大河水漂泛其身，运手动足，截流而渡，得至彼岸，
由彼身心不懈退故，从梦觉已，不见有水彼此岸别，非谓无心。生死妄想既灭尽
已，是觉清净，非谓无觉。如是法界一切妄想不复生故，说为清净，非是诸佛无
其实体。”
“复次，善男子！是法身者，惑障清净能现应身，业障清净能现化身，智障
清净能现法身。譬如依空出电，依电出光，如是依法身故，能现应身，依应身故，
能现化身。由性净故能现法身，智慧清净能现应身，三昧清净能现化身。此三清
净，是法如如，不异如如，一味如如，解脱如如，究竟如如，是故诸佛，体无有
异。”
“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说如来是我大师。若作如是决定信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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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即应深心解了如来之身无有别异。善男子！以是义故，于诸境界不正思惟悉皆
断除，即知彼法无有二相，亦无分别，圣所修行，如如于彼，无有二相。正修行
故，如是如是一切诸障悉皆除灭，如如一切障灭。如是如是法如如、如如智得最
清净，如如法界正智清净。如是如是一切自在，具足摄受皆得成就，一切诸障悉
皆除灭。一切诸障得清净故，是名真如正智真实之相，如是见者，是名圣见，是
则名为真实见佛。何以故？如实得见法真如故，是故诸佛悉能普见一切如来。何
以故？声闻、独觉，已出三界，求真实境，不能知见，如是圣人所不见，一切凡
夫皆生疑惑，颠倒分别，不能得度，如兔浮海，必不能过。所以者何？力微劣故。
凡夫之人亦复如是，不能通达法如如故。然诸如来无分别心，于一切法得大自在，
具足清净深智慧故，是自境界，不共他故。是故诸佛如来于无量无边阿僧祇劫，
不惜身命，难行苦行，方得此身，最上无比，不可思议，超言说相，微妙寂静，
离诸怖畏。”
“善男子！如是知见法真如者，无生老死，寿命无限，无有睡眠，亦无饥渴，
心常在定，无有散动。若于如来起诤论心，则不能见于如来。诸佛所说，皆能利
益，有听闻者，无不解脱，诸恶禽兽、恶人、恶鬼不相逢值，由闻法故，果报无
尽。然诸如来无无记事，一切境界无欲知心，生死涅槃无有异想，如来所记，无
不决定。诸佛如来四威仪中，无非智摄，一切诸法无有不为，慈悲所摄，无有不
为利益安乐诸众生者。”
“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此《金光明经》听闻信解，不堕地狱、
饿鬼、傍生、阿苏罗道，常处人天，不生下贱，恒得亲近诸佛如来，听受正法，
常生诸佛清净国土。所以者何？由得闻此甚深法故，是善男子、善女人，则为如
来已知已记，当得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甚深微妙
之法，一经耳者，当知是人不谤如来，不毁正法，不轻圣众，一切众生未种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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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得种故，已种善根，令增长成熟故，世間所有众生皆劝修行六波罗蜜多。”
尔时虚空藏菩萨、梵、释、四天王、诸天众等，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
恭敬，顶礼佛足，白佛言：“世尊！若所在处，讲说如是《金光明经》微妙经典，
于其国土有四种利益。何者为四？一者、国王军众强盛，无诸怨敌，离于疾病，
寿命延长，吉祥安乐，正法兴显。二者、中宫妃后、王子诸臣和悦无诤，离于谄
佞，王所爱重。三者、沙门、婆罗门及诸国人修行正法，无病安乐，无抂死者，
于诸福田悉皆修立。四者、于三时中，四大调适，常为诸天增加守护，慈悲平等，
无伤害心，令诸众生归敬三宝，皆愿修习菩提之行。是为四种利益之事。世尊！
我等亦常为弘经故，随逐如是持经之人，所在住处，为作利益。”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汝等应当勤心流布此妙经王，
则令正法久住于世。”
金光明最胜王经梦见金鼓忏悔品第四
尔时，妙幢菩萨亲于佛前闻妙法已，欢喜踊跃，一心思惟，还至本处。于夜
梦中见大金鼓，光明晃耀犹如日轮，于此光中得见十方无量诸佛，于宝树下坐琉
璃座，无量百千大众围绕而为说法。见一婆罗门桴击金鼓，出大音声，声中演说
微妙伽他明忏悔法。妙幢闻已，皆悉忆持，系念而住。至天晓已与无量百千大众
围绕，将诸供具出王舍城，诣鹫峰山，至世尊所，礼佛足已布设香花，右绕三匝，
退坐一面，合掌恭敬，瞻仰尊颜，白佛言：“世尊！我于梦中见婆罗门以手执桴，
击妙金鼓，出大音声，声中演说微妙伽他明忏悔法，我皆忆持。惟愿世尊降大慈
悲，听我所说。”即于佛前，而说颂曰：
我于昨夜中，

梦见大金鼓；

其形极姝妙，

周遍有金光，

犹如盛日轮，

光明皆普耀，

充满十方界，

咸见于诸佛，

在于宝树下，

各处琉璃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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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量百千众，

恭敬而围绕。

有一婆罗门，

以桴击金鼓，

于其鼓声内，

说此妙伽他：
金光明鼓出妙声， 遍至三千大千界， 能灭三涂极重罪， 及以人中诸苦厄。
由此金鼓声威力， 永灭一切烦恼障， 断除怖畏令安隐， 譬如自在牟尼尊。
佛于生死大海中， 积行修成一切智， 能令众生觉品具， 究竟咸归功德海。
由此金鼓出妙声， 普令闻者获梵响， 证得无上菩提果， 常转清净妙法轮。
住寿不可思议劫， 随机说法利群生， 能断烦恼众苦流， 贪瞋痴等皆除灭。
若有众生处恶趣， 大火猛焰周遍身， 若得闻是妙鼓音， 即能离苦归依佛。
皆得成就宿命智， 能忆过去百千生， 悉皆正念牟尼尊， 得闻如来甚深教。
由闻金鼓胜妙音， 常得亲近于诸佛， 悉能舍离诸恶业， 纯修清净诸善品。
一切天人有情类， 殷重至诚祈愿者， 得闻金鼓妙音声， 能令所求皆满足。
众生堕在无间狱， 猛火炎炽苦焚身， 无有救护处轮回， 闻者能令苦除灭。
人天饿鬼傍生中， 所有现受诸苦难， 得闻金鼓发妙响， 皆蒙离苦得解脱。
现在十方界，

常住两足尊，

愿以大悲心，

哀愍忆念我。

众生无归依，

亦无有救护；

为如是等类，

能作大归依。

我先所作罪，

极重诸恶业；

今对十力前，

至心皆忏悔。

我不信诸佛，

亦不敬尊亲，

不务修众善，

常造诸恶业，

或自恃尊高，

种姓及财位，

盛年行放逸，

常造诸恶业。

心恒起邪念，

口陈于恶言，

不见于过罪，

常造诸恶业。

恒作愚夫行，

无明闇覆心，

随顺不善友，

常造诸恶业。

或因诸戏乐，

或复怀忧恼，

为贪瞋所缠，

故我造诸恶。

亲近不善人，

及由悭嫉意，

贫穷行谄诳，

故我造诸恶。

虽不乐众过，

由有怖畏故，

及不得自在，

故我造诸恶。

或为躁动心，

或因瞋恚恨，

及以饥渴恼，

故我造诸恶。

由饮食衣服，

及贪爱女人，

烦恼火所烧，

故我造诸恶。

于佛法僧众，

不生恭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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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如是众罪，

我今悉忏悔。

于独觉菩萨，

亦无恭敬心，

作如是众罪，

我今悉忏悔。

无知谤正法，

不孝于父母，

作如是众罪，

我今悉忏悔。

由愚痴憍慢，

及以贪瞋力，

作如是众罪，

我今悉忏悔。

我于十方界，

供养无数佛；

当愿拔众生，

令离诸苦难。

愿一切有情，

皆令住十地；

福智圆满已，

成佛导群迷。

我为诸众生，

苦行百千劫；

以大智慧力，

皆令出苦海。

我为诸含识，

演说甚深经，

最胜金光明，

能除诸恶业。

若人百千劫，

造诸极重罪；

暂时能发露，

众恶尽消除。

依此金光明，

作如是忏悔，

由斯能速尽，

一切诸苦业，

胜过百千种，

不思议总持。

根力觉道支，

修习常无倦，

我当至十地，

具足珍宝处，

圆满佛功德，

济渡生死流。

我于诸佛海，

甚深功德藏，

妙智难思议，

皆令得具足。

唯愿十方佛，

观察护念我；

皆以大悲心，

哀受我忏悔。

我于多劫中，

所造诸恶业；

由斯生苦恼，

哀愍愿消除。

我造诸恶业，

常生忧怖心；

于四威仪中，

曾无欢乐想。

诸佛具大悲，

能除众生怖；

愿受我忏悔，

令得离忧苦。

我有烦恼障，

及以诸报业；

愿以大悲水，

洗濯令清净。

我先作诸罪，

及现造恶业；

至心皆发露，

咸愿得蠲除。

未来诸恶业，

防护令不起；

设令有违者，

终不敢覆藏。

身三语四种，

意业复有三；

系缚诸有情，

无始恒相续。

由斯三种行，

造作十恶业，

如是众多罪，

我今皆忏悔。

我造诸恶业，

苦报当自受；

今于诸佛前，

至诚皆忏悔。

于此赡部洲，

及他方世界；

所有诸善业，

今我皆随喜。

愿离十恶业，

修行十善道；

安住十地中，

常见十方佛。

我以身语意，

所修福智业；

愿以此善根，

速成无上慧。

我今亲对十力前，

发露众多苦难事；

凡愚迷惑三有难，

恒造极重恶业难，

我所积集欲邪难，

常起贪爱流转难，

于此世间耽着难，

一切愚夫烦恼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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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心散动颠倒难，

及以亲近恶友难，

于生死中贪染难，

瞋痴闇钝造罪难，

生八无暇恶处难，

未曾积集功德难，

我今皆于最胜前，

忏悔无边罪恶业。

我今归依诸善逝，

我礼德海无上尊；

如大金山照十方，

唯愿慈悲哀摄受。

身色金光净无垢，

目如清净绀琉璃；

吉祥威德名称尊，

大悲慧日除众闇。

佛日光明常普遍，

善净无垢离诸尘；

牟尼月照极清凉，

能除众生烦恼热。

三十二相遍庄严，

八十随好皆圆满；

福德难思无与等，

如日流光照世间。

色如琉璃净无垢，

犹如满月处虚空；

妙颇梨网映金躯，

种种光明以严饰。

于生死苦瀑流内，

老病忧愁水所漂；

如是苦海难堪忍，

佛日舒光令永竭。

我今稽首一切智，

三千世界希有尊，

光明晃耀紫金身，

种种妙好皆严饰。

如大海水量难知，

大地微尘不可数，

如妙高山叵称量，

亦如虚空无有际。

诸佛功德亦如是，

一切有情不能知，

于无量劫谛思惟，

无有能知德海岸。

尽此大地诸山岳，

析如微尘能算知，

毛端渧海尚可量，

佛之功德无能数。

一切有情皆共赞，

世尊名称诸功德，

清净相好妙庄严，

不可称量知分齐。

我之所有众善业，

愿得速成无上尊，

广说正法利群生，

悉令解脱于众苦。

降伏大力魔军众，

当转无上正法轮；

久住劫数难思议，

充足众生甘露味。

犹如过去诸最胜，

六波罗蜜皆圆满；

灭诸贪欲及瞋痴，

降伏烦恼除众苦。

愿我常得宿命智，

能忆过去百千生；

亦常忆念牟尼尊，

得闻诸佛甚深法。

愿我以斯诸善业，

奉事无边最胜尊；

远离一切不善因，

恒得修行真妙法。

一切世界诸众生，

悉皆离苦得安乐；

所有诸根不具足，

令彼身相皆圆满。

若有众生遭病苦，

身形羸瘦无所依；

咸令病苦得消除，

诸根色力皆充满。

若犯王法当刑戮，

众苦逼迫生忧恼；

彼受如斯极苦时，

无有归依能救护。

若受鞭杖枷锁系，

种种苦具切其身；

无量百千忧恼时，

逼迫身心无暂乐。

皆令得免于系缚，

及以鞭杖苦楚事；

将临刑者得命全，

众苦皆令永除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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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众生饥渴逼，

令得种种殊胜味；

盲者得视聋者闻，

跛者能行哑能语。

贫穷众生获宝藏，

仓库盈溢无所乏；

皆令得受上妙乐，

无一众生受苦恼。

一切人天皆乐见，

容仪温雅甚端严；

悉皆现受无量乐，

受用丰饶福德具。

随彼众生念伎乐，

众妙音声皆现前；

念水即现清凉池，

金色莲花泛其上。

随彼众生心所念，

饮食衣服及床敷；

金银珍宝妙琉璃，

璎珞庄严皆具足。

勿令众生闻恶响，

亦复不见有相违；

所受容貌悉端严，

各各慈心相爱乐。

世间资生诸乐具，

随心念时皆满足；

所得珍财无吝惜，

分布施与诸众生。

烧香末香及涂香，

众妙杂花非一色；

每日三时从树堕，

随心受用生欢喜。

普愿众生咸供养，

十方一切最胜尊；

三乘清净妙法门，

菩萨独觉声闻众。

常愿勿处于卑贱，

不堕无暇八难中；

生在有暇人中尊，

恒得亲承十方佛。

愿得常生富贵家，

财宝仓库皆盈满；

颜貌名称无与等，

寿命延长经劫数。

悉愿女人变为男，

勇健聪明多智慧；

一切常行菩萨道，

勤修六度到彼岸。

常见十方无量佛，

宝王树下而安处；

处妙琉璃师子座，

恒得亲承转法轮。

若于过去及现在，

轮回三有造诸业；

能招可厌不善趣，

愿得消灭永无余。

一切众生于有海，

生死罥网坚牢缚；

愿以智剑为断除，

离苦速证菩提处。

众生于此赡部内，

或于他方世界中；

所作种种胜福因，

我今皆悉生随喜。

以此随喜福德事，

及身语意造众善；

愿此胜业常增长，

速证无上大菩提。

所有礼赞佛功德，

深心清净无瑕秽；

回向发愿福无边，

当超恶趣六十劫。

若有男子及女人，

婆罗门等诸胜族；

合掌一心赞叹佛，

生生常忆宿世事。

诸根清净身圆满，

殊胜功德皆成就；

愿于未来所生处，

常得人天共瞻仰。

非于一佛十佛所，

修诸善根今得闻；

百千佛所种善根，

方得闻斯忏悔法。

尔时世尊闻此说已，赞妙幢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梦，金
鼓出声，赞叹如来真实功德，并忏悔法，若有闻者，获福甚多，广利有情，灭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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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障。汝今应知此之胜业，皆是过去赞叹发愿，宿习因缘，及由诸佛威力加护，
此之因缘，当为汝说。”时诸大众闻是法已，咸皆欢喜，信受奉行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二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三
大唐三藏沙门义净奉

制译

灭业障品第五
尔时，世尊住正分别，入于甚深微妙静虑，从身毛孔放大光明，无量百千种
种诸色，诸佛刹土悉现光中，十方恒河沙校量譬喻所不能及。五浊恶世为光所照，
是诸众生，作十恶业、五无间罪、诽谤三宝、不孝尊亲、轻慢师长婆罗门众，应
堕地狱、饿鬼、傍生，彼各蒙光至所住处，是诸有情见斯光已，因光力故，皆得
安乐，端正姝妙，色相具足，福智庄严，得见诸佛。是时帝释一切天众，及恒河
女神并诸大众，蒙光希有，皆至佛所，右绕三匝，退坐一面。
尔时，天帝释承佛威力，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而白
佛言：“世尊！云何善男子、善女人愿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修行大乘，摄受
一切邪倒有情，曾所造作业障罪者，云何忏悔，当得除灭？”
佛告天帝释：“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修行，欲为无量无边众生，令得
清净解脱安乐，哀愍世间，福利一切。若有众生由业障故，造诸罪者，应当策励，
昼夜六时，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一心专念，口自说言：‘归命顶礼
现在十方一切诸佛，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转妙法轮，持照法轮，雨大法
雨，击大法鼓，吹大法螺，建大法幢，秉大法炬。为欲利益安乐诸众生故，常行
法施，诱进群迷，令得大果，证常乐故。如是等诸佛世尊，以身、语、意稽首归
诚，至心礼敬。彼诸世尊以真实慧，以真实眼，真实证明，真实平等，悉知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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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众生善恶之业。我从无始生死以来，随恶流转，共诸众生造业障罪，为贪、
瞋、痴之所缠缚。未识佛时，未识法时，未识僧时，未识善恶，由身、语、意造
无间罪，恶心出佛身血，诽谤正法，破和合僧，杀阿罗汉，杀害父母。身三、语
四、意三种行，造十恶业，自作、教他、见作随喜。于诸善人，横生毁谤，斗秤
欺诳，以伪为真，不净饮食施与一切，于六道中所有父母更相恼害。或盗窣堵波
物、四方僧物、现前僧物自在而用，世尊法律不乐奉行，师长教示不相随顺。见
行声闻、独觉、大乘行者，喜生骂辱，令诸行人心生悔恼。见有胜己，便怀嫉妒，
法施、财施常生悭惜，无明所覆，邪见惑心，不修善因，令恶增长，于诸佛所而
起诽谤，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如是众罪，佛以真实慧，真实眼，真实证明，真
实平等，悉知悉见。我今归命，对诸佛前，皆悉发露，不敢覆藏，未作之罪更不
复作，已作之罪今皆忏悔。所作业障，应堕恶道、地狱、傍生、饿鬼之中、阿苏
罗众及八难处，愿我此生所有业障皆得消灭，所有恶报未来不受。亦如过去诸大
菩萨修菩提行，所有业障悉已忏悔，我之业障今亦忏悔，皆悉发露，不敢覆藏，
已作之罪愿得除灭，未来之恶更不敢造。亦如未来诸大菩萨修菩提行，所有业障
悉皆忏悔，我之业障今亦忏悔，皆悉发露，不敢覆藏，已作之罪愿得除灭，未来
之恶更不敢造。亦如现在十方世界诸大菩萨修菩提行，所有业障悉已忏悔，我之
业障今亦忏悔，皆悉发露，不敢覆藏，已作之罪愿得除灭，未来之恶更不敢造。”
“善男子！以是因缘，若有造罪，一刹那中，不得覆藏，何况一日一夜，乃
至多时。若有犯罪欲求清净，心怀愧耻，信于未来必有恶报，生大恐怖，应如是
忏。如人被火烧头、烧衣，救令速灭，火若未灭，心不得安；若人犯罪亦复如是，
即应忏悔，令速除灭。若有愿生富乐之家，多饶财宝，复欲发意修习大乘，亦应
忏悔，灭除业障。欲生豪贵婆罗门种、刹帝利家，及转轮王七宝具足，亦应忏悔，
灭除业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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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若有欲生四天王众天、三十三天、夜摩天、睹史多天、乐变化天、
他化自在天，亦应忏悔，灭除业障。若欲生梵众、梵辅、大梵天、少光、无量光、
极光净天、少净、无量净、遍净天、无云、福生、广果天、无烦、无热、善现、
善见、色究竟天，亦应忏悔，灭除业障。若欲求预流果、一来果、不还果、阿罗
汉果，亦应忏悔，灭除业障。若欲愿求三明六通、声闻、独觉自在菩提，至究竟
地，求一切智智、净智、不思议智、不动智、三藐三菩提正遍智者，亦应忏悔，
灭除业障。何以故？善男子！一切诸法从因缘生，如来所说，异相生，异相灭，
因缘异故。如是过去诸法皆已灭尽，所有业障无复遗余，是诸行法未得现生而今
得生，未来业障更不复起。何以故？善男子！一切法空，如来所说无有我、人、
众生、寿者，亦无生灭，亦无行法。善男子！一切诸法皆依于本，亦不可说。何
以故？过一切相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如是入于微妙真理，生信敬心，是名
无众生而有于本，以是义故，说于忏悔，灭除业障。
“善男子！若人成就四法，能除业障，永得清净。云何为四？一者、不起邪
心，正念成就；二者、于甚深理，不生诽谤；三者、于初行菩萨，起一切智心；
四者、于诸众生，起慈无量，是谓为四。”
尔时世尊而说颂言：
专心护三业， 不诽谤深法； 作一切智想， 慈心净业障。
“善男子！有四业障难可灭除。云何为四？一者、于菩萨律仪犯极重恶；二
者、于大乘经心生诽谤；三者、于自善根不能增长；四者、贪着三有，无出离心。
复有四种对治业障。云何为四？一者、于十方世界一切如来，至心亲近，说一切
罪；二者、为一切众生劝请诸佛说深妙法；三者、随喜一切众生所有功德；四者、
所有一切功德善根，悉皆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天帝释白佛言：“世尊！世间所有男子女人，于大乘行有能行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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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者，云何能得随喜一切众生功德善根？”
佛言：“善男子！若有众生虽于大乘未能修习，然于昼夜六时，偏袒右肩，
右膝着地，合掌恭敬，一心专念，作随喜时，得福无量。应作是言：‘十方世界
一切众生，现在修行施、戒、心、慧，我今皆悉深生随喜。’由作如是随喜福故，
必当获得尊重殊胜无上无等最妙之果。如是过去、未来一切众生，所有善根皆悉
随喜。又于现在初行菩萨发菩提心所有功德，过百大劫行菩萨行，有大功德获无
生忍，至不退转、一生补处，如是一切功德之蕴，皆悉至心随喜赞叹。过去、未
来一切菩萨，所有功德随喜赞叹亦复如是。复于现在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应供、
正遍知，证妙菩提，为度无边诸众生故，转无上法轮，行无碍法施，击法鼓，吹
法螺，建法幢，雨法雨，哀愍劝化一切众生，咸令信受，皆蒙法施，悉得充足无
尽安乐。又复所有菩萨、声闻、独觉功德积集善根，若有众生未具如是诸功德者，
悉令具足，我皆随喜。如是过去、未来诸佛、菩萨、声闻、独觉所有功德，亦皆
至心随喜赞叹。善男子！如是随喜，当得无量功德之聚，如恒河沙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众生，皆断烦恼，成阿罗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尽其形寿，常以上妙衣服、
饮食、卧具、医药而为供养，如是功德，不及如前随喜功德千分之一。何以故？
供养功德有数有量，不摄一切诸功德故，随喜功德无量无邊，能摄三世一切功德。
是故若人欲求增长胜善根者，应修如是随喜功德。若有女人愿转女身为男子者，
亦应修习随喜功德，必得随心现成男子。”
尔时，天帝释白佛言：“世尊！已知随喜功德，劝请功德，惟愿为说，欲令
未来一切菩萨当转法轮，现在菩萨正修行故。”
佛告帝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愿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应当修行
声闻、独觉、大乘之道。是人当于昼夜六时，如前威仪，一心专念，作如是言：
‘我今归依十方一切诸佛世尊，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未转无上法轮，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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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身入涅槃者，我皆至诚顶礼劝请转大法轮，雨大法雨，然大法灯，照明理趣，
施无碍法，莫般涅槃，久住于世，度脱、安乐一切众生，如前所说，乃至无尽安
乐，我今以此劝请功德，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过去、未来、现在诸大菩
萨劝请功德回向菩提，我亦如是劝请功德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男子！假使有
人以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七宝供养如来，若复有人劝请如来转大法轮所得功德，其
福胜彼。何以故？彼是财施，此是法施。善男子！且置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
若人以满恒河沙数大千世界七宝，供养一切诸佛，劝请功德亦胜于彼，由其法施
有五胜利。云何为五？一者、法施兼利自他，财施不尔；二者、法施能令众生出
于三界，财施之福不出欲界；三者、法施能净法身，财施但唯增长于色身；四者、
法施无穷，财施有尽；五者、法施能断无明，财施唯伏贪爱。是故，善男子！劝
请功德无量无边，难可譬喻。如我昔行菩萨道时，劝请诸佛转大法轮，由彼善根，
是故今日一切帝释、诸梵王等，劝请于我转大法轮。善男子！请转法轮，为欲度
脱安乐诸众生故。我于往昔为菩提行，劝请如来久住于世，莫般涅槃；依此善根，
我得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辩、大慈大悲，证得无数不共之法，我当入于无余
涅槃，我之正法久住于世。我法身清净无比，种种妙相，无量智慧，无量自在，
无量功德，难可思议，一切众生皆蒙利益，百千万劫说不能尽。法身摄藏一切诸
法，一切诸法不摄法身。法身常住，不堕常见，虽說断除，亦非断见。能破众生
种种异见，能生众生种种真见，能解一切众生之缚，亦无缚可解，能植众生诸善
根本，未成熟者令成熟，已成熟者令解脱。无作无动，远离阓闹，寂静无为，自
在安乐，过于三世，能现三世；出于声闻、独觉之境，诸大菩萨之所修行，一切
如来体无有异，此等皆由劝请功德善根力故，如是法身我今已得。是故若有欲得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于诸经中一句一颂为人解说，功德善根尚无限量，何况
劝请如来转大法轮，久住于世，莫般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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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天帝释，复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为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故，修三乘道所有善根，云何回向一切智智？”
佛告天帝：“善男子！若有众生欲求菩提，修三乘道，所有善根愿回向者，
当于昼夜六时，殷重至心作如是说：‘我从无始生死以来，于三宝所，修行成就
所有善根，乃至施与傍生一搏之食，或以善言和解诤讼，或受三归及诸学处，或
复忏悔，劝请随喜所有善根，我今作意悉皆摄取，回施一切众生，无悔吝心。是
解脱分善根所摄，如佛世尊之所知见，不可称量无碍清净，如是所有功德善根，
悉以回施一切众生，不住相心，不舍相心。我以如是功德善根，悉以回施一切众
生，愿皆获得如意之手，撝空出宝，满众生愿，富乐无尽，智慧无穷，妙法辩才，
悉皆无滞，共诸众生同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一切智。因此善根更复出生无
量善法，亦皆回向无上菩提。又如过去诸大菩萨，修行之时功德善根，悉皆回向
一切种智，现在、未来亦复如是。然我所有功德善根，亦皆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
菩提，是诸善根，愿共一切众生俱成正觉。如余诸佛，坐于道场菩提树下，不可
思议无碍清净，住于无尽法藏陀罗尼首楞严定，破魔波旬无量兵众，应见觉知，
应可通达，如是一切，一刹那中悉皆照了，于后夜中获甘露法，证甘露义，我及
众生愿皆同证如是妙觉。犹如无量寿佛、胜光佛、妙光佛、阿閦佛、功德善光佛、
师子光明佛、百光明佛、网光明佛、宝相佛、宝焰佛、焰明佛、焰盛光明佛、吉
祥上王佛、微妙声佛、妙庄严佛、法幢佛、上胜身佛、可爱色身佛、光明遍照佛、
梵净王佛、上性佛，如是等如来、应供、正遍知，过去、未来及以现在示现应化，
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无上法轮，为度众生，我亦如是。’广说如上。
“善男子！若有净信男子、女人，于此《金光明最胜王经》，〈灭业障品〉，
受持读诵，忆念不忘，为他广说，得无量无边大功德聚。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
众生，一时皆得成就人身，得人身已，成独觉道。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尽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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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恭敬尊重，四事供养一一独觉，各施七宝如须弥山，此诸独觉入涅槃后，皆以
珍宝起塔供养，其塔高广十二瑜缮那，以诸花香宝幢幡盖常为供养。善男子！于
意云何？是人所获功德，宁为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
“善男子！若复有人于此《金光明》微妙经典，众经之王〈灭业障品〉，受
持读诵，忆念不忘，为他广说，所获功德，于前所说供养功德，百分不及一，百
千万亿分，乃至校量譬喻所不能及。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住正行中，劝请
十方一切诸佛转无上法轮，皆为诸佛欢喜赞叹。善男子！如我所说，一切施中，
法施为胜。是故，善男子！于三宝所，设诸供养，不可为比。劝受三归，持一切
戒，无有毁犯，三业不空，不可为比。一切世界，一切众生，随力随能，随所愿
乐，于三乘中劝发菩提心，不可为比。于三世中一切世界，所有众生皆得无碍，
速令成就无量功德，不可为比。三世刹土一切众生，令无障碍，得三菩提，不可
为比。三世刹土一切众生，劝令速出四恶道苦，不可为比。三世刹土一切众生，
劝令除灭极重恶业，不可为比。一切苦恼劝令解脱，不可为比。一切怖畏苦恼逼
切，皆令得脱，不可为比。三世佛前，一切众生所有功德，劝令随喜，发菩提愿，
不可为比。劝除恶行骂辱之业，一切功德皆愿成就，所在生中，劝请供养尊重赞
叹一切三宝，劝请众生净修福行，成满菩提，不可为比。是故当知，劝请一切世
界三世三宝，劝请满足六波罗蜜，劝请转于无上法轮，劝请住世经无量劫，演说
无量甚深妙法，功德甚深，无能比者。”
尔时，天帝释及恒河女神、无量梵王、四大天众，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
膝着地，合掌顶礼白佛言：“世尊！我等皆得闻是《金光明最胜王经》，今悉受
持读诵通利，为他广说，依此法住。何以故？世尊！我等欲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
提，随顺此义种种胜相，如法行故。”尔时梵王及天帝释等，于说法处皆以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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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陀罗花而散佛上，三千大千世界地皆大动，一切天鼓及诸音乐不鼓自鸣，放金
色光，遍满世界，出妙音声。时天帝释白佛言：“世尊！此等皆是《金光明经》
威神之力，慈悲普救种种利益，种种增长菩萨善根，灭诸业障。”
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何以故？善男子！我念往昔过无量百千阿
僧祇劫，有佛名宝王大光照如来、应供、正遍知，出现于世，住世六百八十亿劫。
尔时宝王大光照如来，为欲度脱人天、释梵、沙门、婆罗门一切众生，令安乐故，
当出现时，初会说法度百千亿亿万众，皆得阿罗汉果，诸漏已尽，三明六通自在
无碍。于第二会，复度九十千亿亿万众，皆得阿罗汉果，诸漏已尽，三明六通自
在无碍。于第三会，复度九十八千亿亿万众，皆得阿罗汉果，圆满如上。
“善男子！我于尔时作女人身，名福宝光明，于第三会亲近世尊，受持读诵
是《金光明经》，为他广说，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时彼世尊为我授记：‘此
福宝光明女，于未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
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舍女身后，从是以来，
越四恶道，生人天中，受上妙乐，八十四百千生作转轮王，至于今日得成正觉，
名称普闻，遍满世界。”时会大众忽然皆见宝王大光照如来，转无上法轮，说微
妙法。
“善男子！去此索诃世界，东方过百千恒河沙数佛土，有世界名宝庄严，其
宝王大光照如来，今现在彼，未般涅槃，说微妙法，广化群生，汝等见者，即是
彼佛。
“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宝王大光照如来名号者，于菩萨地得
不退转，至大涅槃。若有女人闻是佛名者，临命终时，得见彼佛来至其所，既见
佛已，究竟不复更受女身。
“善男子！是《金光明》微妙经典种种利益，种种增长菩萨善根，灭诸业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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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若有苾刍、苾刍尼、邬波索迦、邬波斯迦，随在何处，为人讲说是《金
光明》微妙经典，于其国土皆获四种福利善根。云何为四？一者、国王无病，离
诸灾厄；二者、寿命长远，无有障碍；三者、无诸怨敌，兵众勇健；四者、安隐
丰乐，正法流通。何以故？如是人王，常为释梵四王、药叉之众共守护故。”
尔时，世尊告天众曰：“善男子！是事实不？”
是时无量释梵四王及药叉众，俱时同声答世尊言：“如是！如是！若有国土
讲宣读诵此妙经王，是诸国主，我等四王常来拥护，行住共俱，其王若有一切灾
障及诸怨敌，我等四王皆使消殄，忧愁疾疫亦令除差，增益寿命，感应祯祥，所
愿遂心，恒生欢喜，我等亦能令其国中所有军兵悉皆勇健。”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说，汝当修行。何以故？是诸国主，
如法行时，一切人民随王修习如法行者，汝等皆蒙色力胜利，宫殿光明，眷属强
盛。”
时释梵等白佛言：“如是，世尊！”
佛言：“若有讲读此妙经典流通之处，于其国中大臣辅相，有四种益。云何
为四？一者、更相亲穆，尊重爱念；二者、常为人王心所爱重，亦为沙门、婆罗
门、大国小国之所遵敬；三者、轻财重法，不求世利，嘉名普暨，众所钦仰；四
者、寿命延长，安隐快乐；是名四种利益。若有国土宣说是经，沙门、婆罗门得
四种胜利。云何为四？一者、衣服、饮食、卧具、医药无所乏少；二者、皆得安
心，思惟读诵；三者、依于山林，得安乐住；四者、随心所愿，皆得满足；是名
四种胜利。若有国土，宣说是经，一切人民皆得丰乐，无诸疾疫，商估往还，多
获宝货，具足胜福，是名种种功德利益。”
尔时，梵释四天王及诸大众白佛言：“世尊！如是经典甚深之义，若现在者，
当知如来三十七种助菩提法住世未灭，若是经典灭尽之时，正法亦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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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言：“如是！如是！善男子！是故汝等于此《金光明经》，一句、一颂、
一品、一部，皆当一心正读诵、正闻持、正思惟、正修习，为诸众生广宣流布，
长夜安乐，福利无边。”
时诸大众，闻佛说已，咸蒙胜益，欢喜受持。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三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四
大唐三藏沙门义净奉

制译

最净地陀罗尼品第六
尔时，师子相无碍光焰菩萨，与无量亿众，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
合掌恭敬，顶礼佛足，以种种花香宝幢幡盖而供养已，白佛言：“世尊！以几因
缘得菩提心？何者是菩提心？世尊！即于菩提，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离于菩提，菩提心亦不可得。菩提者，不可言说，心亦无色无相，
无有事业，非可造作，众生亦不可得，亦不可知。世尊！云何诸法甚深之义而可
得知？”
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菩提微妙，事业、造作皆不可得。若离菩提，
菩提心亦不可得。菩提者，不可说，心亦不可说，无色相，无事业，一切众生亦
不可得。何以故？菩提及心，同真如故，能证所证，皆平等故，非无诸法而可了
知。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如是知者，乃得名为通达诸法，善说菩提及菩提心。菩
提心者，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心亦如是，众生亦如是，于中二相，实不可
得。何以故？以一切法皆无生故，菩提不可得，菩提名亦不可得，众生、众生名
不可得，声闻、声闻名不可得，独觉、独觉名不可得，菩萨、菩萨名不可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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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名不可得，行、非行不可得，行、非行名不可得；以不可得故，于一切寂静法
中而得安住，此依一切功德善根而得生起。
”
“善男子！譬如宝须弥山王，饶益一切，此菩提心利众生故，是名第一布施
波罗蜜因。善男子！譬如大地，持众物故，是名第二持戒波罗蜜因。譬如师子，
有大威力，独步无畏，离惊恐故，是名第三忍辱波罗蜜因。譬如风轮，那罗延力，
勇壮速疾，心不退故，是名第四勤策波罗蜜因。譬如七宝楼观，有四阶道，清凉
之风来吹四门，受安隐乐，静虑法藏求满足故，是名第五静虑波罗蜜因。譬如日
轮，光耀炽盛，此心速能破灭生死无明闇故，是名第六智慧波罗蜜因。譬如商主，
能令一切心愿满足，此心能度生死险道，获功德宝故，是名第七方便胜智波罗蜜
因。譬如净月，圆满无翳，此心能于一切境界清净具足故，是名第八愿波罗蜜因。
譬如转轮圣王，主兵宝臣，随意自在，此心善能庄严净佛国土，无量功德，广利
群生故，是名第九力波罗蜜因。譬如虚空及转轮圣王，此心能于一切境界无有障
碍，于一切处皆得自在至灌顶位故，是名第十智波罗蜜因。善男子！是名菩萨摩
诃萨十种菩提心因，如是十因，汝当修学。”
“善男子！依五种法，菩萨摩诃萨成就布施波罗蜜。云何为五？一者、信根；
二者、慈悲；三者、无求欲心；四者、摄受一切众生；五者、愿求一切智智。善
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成就布施波罗蜜。”
“善男子！复依五法，菩萨摩诃萨成就持戒波罗蜜。云何为五？一者、三业
清净；二者、不为一切众生作烦恼因缘；三者、闭诸恶道，开善趣门；四者、过
于声闻、独觉之地；五者、一切功德皆悉满足。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成就持
戒波罗蜜。
”
“善男子！复依五法，菩萨摩诃萨成就忍辱波罗蜜。云何为五？一者、能伏
贪、瞋烦恼；二者、不惜身命，不求安乐止息之想；三者、思惟往业，遭苦能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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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者、发慈悲心成就众生诸善根故；五者、为得甚深无生法忍。善男子。是名菩
萨摩诃萨成就忍辱波罗蜜。”
“善男子！复依五法，菩萨摩诃萨成就勤策波罗蜜。云何为五？一者、与诸
烦恼不乐共住；二者、福德未具不受安乐；三者、于诸难行苦行之事不生厌心；
四者、以大慈悲摄受利益，方便成熟一切众生；五者、愿求不退转地。善男子！
是名菩萨摩诃萨成就勤策波罗蜜。”
“善男子！复依五法，菩萨摩诃萨成就静虑波罗蜜。云何为五？一者、于诸
善法摄令不散故；二者、常愿解脱，不着二边故；三者、愿得神通成就众生诸善
根故；四者、为净法界，蠲除心垢故；五者、为断众生烦恼根本故。善男子！是
名菩萨摩诃萨成就静虑波罗蜜。”
“善男子！复依五法，菩萨摩诃萨成就智慧波罗蜜。云何为五？一者、常于
一切诸佛菩萨及明智者，供养亲近，不生厌背；二者、诸佛如来说甚深法，心常
乐闻，无有厌足；三者、真俗胜智，乐善分别；四者、见修烦恼，咸速断除；五
者、世间伎术五明之法，皆悉通达。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成就智慧波罗蜜。”
“善男子！复依五法，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波罗蜜。云何为五？一者、于一
切众生意乐烦恼心行差别悉皆通达；二者、无量诸法对治之门，心皆晓了；三者、
大慈悲定，出入自在；四者、于诸波罗蜜多，皆愿修行，成就满足；五者、一切
佛法，皆愿了达，摄受无遗。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胜智波罗蜜。”
“善男子！复依五法，菩萨摩诃萨成就愿波罗蜜。云何为五？一者、于一切
法从本以来，不生不灭，非有非无，心得安住；二者、观一切法最妙理趣，离垢
清净，心得安住；三者、过一切想，是本真如，无作无行，不异不动心得安住；
四者、为欲利益诸众生事，于俗谛中，心得安住；五者、于奢摩他、毗钵舍那，
同时运行，心得安住。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成就愿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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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复依五法，菩萨摩诃萨成就力波罗蜜。云何为五？一者、以正智
力，能了一切众生心行善恶；二者、能令一切众生入于甚深微妙之法；三者、一
切众生轮回生死，随其缘业，如实了知；四者、于诸众生，三种根性，以正智力，
能分别知；五者、于诸众生，如理为说，令种善根，成熟度脱，皆是智力故。善
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成就力波罗蜜。”
“善男子！复依五法，菩萨摩诃萨成就智波罗蜜。云何为五？一者、能于诸
法，分别善恶；二者、于黑白法，远离摄受；三者、能于生死涅槃，不厌不喜；
四者、具福智行，至究竟处；五者、受胜灌顶，能得诸佛不共法等，及一切智智。
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成就智波罗蜜。”
“善男子！何者是波罗蜜义？所谓修习胜利，是波罗蜜义；满足无量大甚深
智，是波罗蜜义；行非行法，心不执着，是波罗蜜义；生死过失，涅槃功德，正
觉正观，是波罗蜜义；愚人智人皆悉摄受，是波罗蜜义；能现种种珍妙法宝，是
波罗蜜义；无碍解脱，智慧满足，是波罗蜜义；法界、众生界正分别知，是波罗
蜜义；施等及智，能令至不退转，是波罗蜜义；无生法忍，能令满足，是波罗蜜
义；一切众生功德善根，能令成熟，是波罗蜜义；能于菩提成佛十力、四无所畏、
不共法等，皆悉成就，是波罗蜜义；生死涅槃，了无二相，是波罗蜜义；济度一
切，是波罗蜜义；一切外道来相诘难，善能解释，令其降伏，是波罗蜜义；能转
十二妙行法轮，是波罗蜜义；无所著、无所见、无患累，是波罗蜜多义。”
“善男子！初地菩萨，是相先现：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边种种宝藏，无不
盈满，菩萨悉见。善男子！二地菩萨，是相先现：三千大千世界，地平如掌，无
量无边种种妙色，清净珍宝，庄严之具，菩萨悉见。善男子！三地菩萨，是相先
现：自身勇健，甲仗庄严，一切怨贼，皆能摧伏，菩萨悉见。善男子！四地菩萨，
是相先现：四方风轮，种种妙花，悉皆散洒，充布地上，菩萨悉见。善男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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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菩萨，是相先现：有妙宝女，众宝璎珞，周遍严身，首冠名花，以为其饰，菩
萨悉见。善男子！六地菩萨，是相先现：七宝花池，有四阶道，金沙遍布，清净
无秽，八功德水，皆悉盈满，嗢钵罗花、拘物头花、分陀利花随处庄严，于花池
所，游戏快乐，清凉无比，菩萨悉见。善男子！七地菩萨，是相先现：于菩萨前，
有诸众生，应堕地狱，以菩萨力，便得不堕，无有损伤，亦无恐怖，菩萨悉见。
善男子！八地菩萨，是相先现：于身两边，有师子王，以为卫护，一切众兽悉皆
怖畏，菩萨悉见。善男子！九地菩萨，是相先现，转轮圣王，无量亿众，围绕供
养，顶上白盖，无量众宝之所庄严，菩萨悉见。善男子！十地菩萨，是相先现，
如来之身，金色晃耀，无量净光，皆悉圆满，有无量亿梵王围绕，恭敬供养，转
于无上微妙法轮，菩萨悉见。
”
“善男子！云何初地名为欢喜？谓初证得出世之心，昔所未得而今始得，于
大事用，如其所愿，悉皆成就，生极喜乐，是故最初名为欢喜。诸微细垢，犯戒
过失，皆得清净，是故二地名为离垢。无量智慧三昧光明，不可倾动，无能摧伏，
闻持陀罗尼以为根本，是故三地名为明地。以智慧火烧诸烦恼，增长光明，修行
觉品，是故四地名为焰地。修行方便，胜智自在，极难得故，见修烦恼，难伏能
伏，是故五地名为难胜。行法相续，了了显现，无相思惟，皆悉现前，是故六地
名为现前。无漏、无间、无相思惟，解脱三昧，远修行故，是地清净，无有障碍，
是故七地名为远行。无相思惟，修得自在，诸烦恼行，不能令动，是故八地名为
不动。说一切法种种差别，皆得自在，无患无累，增长智慧，自在无碍，是故九
地名为善慧。法身如虚空，智慧如大云，皆能遍满覆一切故，是故第十名为法云。
“善男子！执著有相我法无明、怖畏生死恶趣无明，此二无明障于初地。微
细学处误犯无明、发起种种业行无明，此二无明障于二地。未得今得爱着无明、
能障殊胜总持无明，此二无明障于三地。味着等至喜悦无明、微妙净法爱乐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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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无明障于四地。欲背生死无明、希趣涅槃无明，此二无明障于五地。观行流
转无明、粗相现前无明，此二无明障于六地。微细诸相现行无明、作意欣乐无相
无明，此二无明障于七地。于无相观功用无明、执相自在无明，此二无明障于八
地。于所说义及名句文此二无碍未善巧无明、于词辩才不随意无明，此二无明障
于九地。于大神通未得自在变现无明、微细秘密未能悟解事业无明，此二无明障
于十地。
”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初地中行施波罗蜜，于第二地行戒波罗蜜，于第三
地行忍波罗蜜，于第四地行勤波罗蜜，于第五地行定波罗蜜，于第六地行慧波罗
蜜，于第七地行方便胜智波罗蜜，于第八地行愿波罗蜜，于第九地行力波罗蜜，
于第十地行智波罗蜜。
”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最初发心摄受，能生妙宝三摩地；第二发心摄受，能
生可爱乐三摩地；第三发心摄受，能生难动三摩地；第四发心摄受，能生不退转
三摩地；第五发心摄受，能生宝花三摩地；第六发心摄受，能生日圆光焰三摩地；
第七发心摄受，能生一切愿如意成就三摩地；第八发心摄受，能生现前证住三摩
地；第九发心摄受，能生智藏三摩地；第十发心摄受，能生勇进三摩地。善男子！
是名菩萨摩诃萨十种发心。”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此初地得陀罗尼，名依功德力。”
尔时世尊即说咒曰：
怛地耶(二合)他(引)布(引)啰尼曼奴(引)啰剃(引)独虎独虎独虎耶(引)嚩苏(引)利瑜
(二合引)阿嚩婆(引)細帝耶(引)嚩旃达啰(二合)地瑜(二合引)底多嚩啰达啰乞叉(二合)

漫(引)惮荼钵唎诃(引)览矩噜娑嚩(二合引)诃(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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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dyath2, p9ra5i mano-rathe duhu duhu duhu, y2vat s9ryo
ava-bh2site, y2vac candra-dyotita vara-da rak=a m23, da57a parih2ra3 kuru sv2h2.
“善男子！此陀罗尼是过一恒河沙数诸佛所说，为护初地菩萨摩诃萨故。若
有诵持此陀罗尼咒者，得脱一切怖畏，所谓虎狼、师子、恶兽之类，一切恶鬼、
人、非人等、怨贼、灾横、及诸苦恼，解脱五障，不忘念初地。
”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第二地得陀罗尼，名善安乐住。”
怛地耶(二合)他(引)邬惹嚩(二合)哩质哩质哩邬惹嚩(二合)攞惹嚩(二合)攞喃缮(引)睹
(引)缮(引)睹(引)邬惹嚩(二合引)哩虎噜虎噜娑嚩(二合引)诃(引)

Tadyath2, uj-jvali ciri ciri, uj-jvala jvalana3, 02nto 02nto, uj-jvali huru
huru sv2h2.
“善男子！此陀罗尼是过二恒河沙数诸佛所说，为护二地菩萨摩诃萨故。若
有诵持此陀罗尼咒者，脱诸怖畏恶兽、恶鬼、人非人等，怨贼灾横及诸苦恼，解
脱五障，不忘念二地。
”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第三地得陀罗尼，名难胜力。”
怛地耶(二合)他(引)惮拏枳般陀枳羯喇(二合)多底高喇计(引)由(引)哩惮置哩娑嚩(二
合引)诃(引)

Tadyath2, da57a ji bandha ji kartati, gaura-key9ri da57i ri sv2h2.
“善男子！此陀罗尼是过三恒河沙数诸佛所说，为护三地菩萨摩诃萨故。若
有诵持此陀罗尼咒者，脱诸怖畏恶兽、恶鬼、人非人等，怨贼灾横及诸苦恼，解
脱五障，不忘念三地。
”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第四地得陀罗尼，名大利益。”
怛地耶(二合)他(引)室唎(二合引)室唎(二合引)陀摩你陀摩你陀啰陀啰尼室唎(二合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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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唎(二合引)尼尾舍(引)攞波(引)世(引)波(引)始(引)那畔陀弥帝曳(二合引)娑嚩(二合
引)诃(引)

Tadyath2, 0} 0} damani damani, dara dara5i 0} 0}5i, vi02la-p20e
p20ena bandha mithye sv2h2.
“善男子！此陀罗尼是过四恒河沙数诸佛所说，为护四地菩萨摩诃萨故。若
有诵持此陀罗尼咒者，脱诸怖畏恶兽、恶鬼、人非人等，怨贼灾横及诸苦恼，解
脱五障，不忘念四地。
”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第五地得陀罗尼，名种种功德庄严。”
怛地耶(二合)他(引)诃(引)哩诃(引)哩尼遮哩遮(引)哩特嚟(二合引)羯啰(二合)摩尼僧
羯啰(二合)摩尼三婆(引)洒尼瞻婆你悉耽(二合)婆你谟(引)诃你莎嚩(二合)阎步尾(引)
娑嚩(二合引)诃(引)

Tadyath2, h2r1 h2r15i, cari c2ritre, krama5i sa3-krama5i, sa3bh2=a5i jambhani stambhani mohani svaya3-bhuve sv2h2.
“善男子！此陀罗尼是过五恒河沙数诸佛所说，为护五地菩萨摩诃萨故。若
有诵持此陀罗尼咒者，脱诸怖畏恶兽、恶鬼、人非人等，怨贼灾横及诸苦恼，解
脱五障，不忘念五地。
”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第六地得陀罗尼，名圆满智。”
怛地耶(二合)他(引)毘度哩毘度哩摩(引)哩迦哩迦哩毘度(引)汉底噜噜噜噜主噜主
噜杜噜(二合)嚩杜噜(二合)嚩舍(引)湿嚩(二合)多波哩洒捺莎嚩(三合)悉底(二合)萨嚩
萨埵(引)喃(引)悉甸都曼怛啰(二合)钵陀(引)娑嚩(二合引)诃(引)

Tadyath2, vi-dhuri vi-dhuri m2re, kali kali vi-dh9 hanti, rudh-ru rudhru, cu6 ru cu6 ru, dhruva dhruva 020vata pari-=ad svasti sarva
sattv2n23, sidhyantu mantra-pad2 sv2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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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此陀罗尼是过六恒河沙数诸佛所说，为护六地菩萨摩诃萨故。若
有诵持此陀罗尼咒者，脱诸怖畏恶兽、恶鬼、人非人等，怨贼灾横及诸苦恼，解
脱五障，不忘念六地。
”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第七地得陀罗尼，名法胜行。”
怛地耶(二合)他(引)勺訶勺訶(引)噜惹勺訶勺訶(引)噜惹尾弊(引)洒迦尾弊(引)细迦
阿蜜哆啰(二合)虎噜(二合)多(半音)汉呢(引)勃哩(二合)舍帝(引)尾噜驮尾耶(二合引)
尾利(二合)帝(引)尾地利史底频陀尾哩(引)阿蜜多薄虎主愈主愈娑嚩(二合引)诃(引)

Tadyath2, saha saha 2-ruja, saha saha 2-ruja, vi-bh1=aka vi-bh1=ik2
a-mitra hrut h2ne, bh40ate vi-ruddha vy-2v4tte, vi-d4=ti bhida vi-r1,
a-mita bahu cud yu cud yu sv2h2.
“善男子！此陀罗尼是过七恒河沙数诸佛所说，为护七地菩萨摩诃萨故。若
有诵持此陀罗尼咒者，脱诸怖畏恶兽、恶鬼、人非人等，怨贼灾横及诸苦恼，解
脱五障，不忘念七地。
”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第八地得陀罗尼，名无尽藏。”
怛地耶(二合) 他(引)室唎(二合引)室唎(二合引)室唎(二合引)尼弥底曳(二合引) 弥底曳
(二合引)羯利(引)羯哩(引)醯噜醯噜主噜主噜畔陀(引)弭娑嚩(二合引)诃(引)

Tadyath2, 0} 0}, 0}5i mithye, mithye kali kar1 hiru hiru, cu6 ru cu6 ru
bandh2mi sv2h2.
“善男子！此陀罗尼是过八恒河沙数诸佛所说，为护八地菩萨摩诃萨故。若
有诵持此陀罗尼咒者，脱诸怖畏恶兽、恶鬼、人非人等，怨贼灾横及诸苦恼，解
脱五障，不忘念八地。
”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第九地得陀罗尼，名无量门。
”
怛地耶(二合)他(引)诃(引)哩室旃陀啰俱喃钵啰他(引)都剌施(引)跋(引)多跋(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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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引)室唎(二合引)室唎(二合引)迦室哩(二合引)伽陛(引)室唎(二合引)娑嚩(二合)悉底
萨婆萨埵(引)喃(引)娑嚩(二合引)诃(引)

Tadyath2, h2ri 0candra gu5a3 prath2 tura01, bh2ta bh2ta01, 0r1 0r1ka,
0r1-garbhe, 0r1 svasti sarva sattv2n23 sv2h2.
“善男子！此陀罗尼是过九恒河沙数诸佛所说，为护九地菩萨摩诃萨故。若
有诵持此陀罗尼咒者，脱诸怖畏恶兽、恶鬼、人非人等，怨贼灾横及诸苦恼，解
脱五障，不忘念九地。
”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第十地得陀罗尼，名破金刚山。”
怛地耶(二合)他(引)悉提苏悉提谟(引)折你谟(引)洒你毗木底阿末丽(引)毗末丽(引)
涅末丽(引)忙揭丽(引)呬览若揭鞞(引)喇怛娜(二合)揭鞞(引)三曼多跋侄丽(二合引)
萨婆(引)啰他(二合)娑(引)惮你(引)摩(引)那斯摩诃(引)摩(引)那斯阿捺步(二合)帝阿
窒耶(二合)捺步(二合)帝(引)阿喇誓(引)毗喇誓(引)阿主底阿蜜利(二合)帝阿喇誓(引)
毗喇誓(引)跋啰(二合)诃谜(二合引)跋啰(二合)诃么(二合)莎嚩(二合)囇(引)布(引)喇呢
(引)布(引)喇拏曼奴(引)喇剃(引)娑嚩(二合引)诃(引)

Tadyath2, siddhi su-siddhi, mocani mok=a5i vi-mukti, a-male
vi-male nir-male ma{gale hira5ya-garbhe, ratna-garbhe samantabhadre

sarva

artha-s2dhane;

m2nasi

mah2-m2nasi

adbhute

aty-adbhute, a-raje vi-raje a-cyuti am4te, a-raje vi-raje brahme
brahma-svare, p9ra5e p9ra5a mano-rathe sv2h2.
“善男子！此陀罗尼灌顶吉祥句，是过十恒河沙数诸佛所说，为护十地菩萨
摩诃萨故。若有诵持此陀罗尼咒者，脱诸怖畏恶兽、恶鬼、人非人等，怨贼灾横，
一切毒害，皆悉除灭，解脱五障，不忘念十地。”
尔时师子相无碍光焰菩萨，闻佛说此不可思议陀罗尼已，即从座起，偏袒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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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顶礼佛足，以颂赞佛：
敬礼无譬喻，

甚深无相法；

众生失正知，

唯佛能济度。

如来明慧眼，

不见一法相；

复以正法眼，

普照不思议。

不生于一法，

亦不灭一法；

由斯平等见，

得至无上处。

不坏于生死，

亦不住涅槃；

不著于二边，

是故证圆寂。

于净不净品，

世尊知一味；

由不分别法，

获得最清净。

世尊无边身，

不说于一字；

令诸弟子众，

法雨皆充满。

佛观众生相，

一切种皆无；

然于苦恼者，

常兴于救护。

苦乐常无常，

有我无我等；

不一亦不异，

不生亦不灭。

如是众多义，

随说有差别；

譬如空谷响，

唯佛能了知。

法界无分别，

是故无异乘；

为度众生故，

分别说有三。

尔时，大自在梵天王亦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顶礼佛足，
而白佛言：“世尊！此《金光明最胜王经》，希有难量，初中后善，文义究竟，
皆能成就一切佛法；若受持者，是人则为报诸佛恩。”
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男子！若得听闻是经典者，皆
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善男子！是能成熟不退地菩萨殊胜善根，
是第一法印，是众经王故，应听闻受持读诵。何以故？善男子！若一切众生未种
善根，未成熟善根，未亲近诸佛者，不能听闻是微妙法。若善男子、善女人能听
受者，一切罪障皆悉除灭，得最清净，常得见佛，不离诸佛及善知识胜行之人，
恒闻妙法，住不退地，获得如是胜陀罗尼门无尽无减；所谓海印出妙功德陀罗尼
无尽无减；通达众生意行言语陀罗尼无尽无减，日圆无垢相光陀罗尼无尽无减；
满月相光陀罗尼无尽无减；能伏诸惑演功德流陀罗尼无尽无减；破金刚山陀罗尼
无尽无减；说不可说义因缘藏陀罗尼无尽无减；通达实语法则音声陀罗尼无尽无
减；虚空无垢心行印陀罗尼无尽无减；无边佛身皆能显现陀罗尼，无尽无减。
“善男子！如是等无尽无减诸陀罗尼门得成就故，是菩萨摩诃萨能于十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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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佛土化作佛身，演说无上种种正法，于法真如不动不住、不来不去，善能成熟
一切众生善根，亦不见一众生可成熟者。虽说种种诸法，于言辞中不动不住、不
去不来，能于生灭证无生灭。以何因缘说诸行法无有去来？由一切法体无异故。”
说是法时，三万亿菩萨摩诃萨得无生法忍，无量诸菩萨不退菩提心，无量无
边苾刍、苾刍尼得法眼净，无量众生发菩萨心。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胜法能逆生死流，

甚深微妙难得见；

有情盲冥贪欲覆，

由不见故受众苦。

尔时，大众俱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若所在处，讲宣读诵此
《金光明最胜王经》，我等大众皆悉往彼为作听众，是说法师令得利益，安乐无
障，身意泰然。我等皆当尽心供养，亦令听众安隐快乐，所住国土，无诸怨贼、
恐怖、厄难、饥馑之苦，人民炽盛。此说法处道场之地，一切诸天、人非人等一
切众生，不应履践及以污秽。何以故？说法之处即是制底，当以香花、缯彩、幡
盖而为供养，我等常为守护，令离衰损。”
佛告大众：“善男子！汝等应当精勤修习此妙经典，是则正法久住于世。”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四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五
大唐三藏沙门义净奉

制译

莲华喻赞品第七
尔时，佛告菩提树神：“善女天！汝今应知，妙幢夜梦见妙金鼓出大音声，
赞佛功德并忏悔法，此之因缘我为汝等广说其事，应当谛听，善思念之。过去有
王名金龙主，常以莲华喻赞称叹十方三世诸佛。”
即为大众说其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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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未来现在佛， 安住十方世界中； 我今至诚稽首礼， 一心赞叹诸最胜。
无上清净牟尼尊， 身光照耀如金色； 一切声中最为上， 如大梵响震雷音。
发彩喻若黑蜂王， 宛转旋文绀青色； 齿白齐密如珂雪， 平正显现有光明。
目净无垢妙端严， 犹如广大青莲叶； 舌相广长极柔软， 譬如红莲出水中。
眉间常有白毫光， 右旋宛转颇梨色； 眉细纤长类初月， 其色晃耀比蜂王。
鼻高修直如金铤， 净妙光润相无亏； 一切世间殊妙香， 闻时悉知其所在。
世尊最胜身金色， 一一毛端相不殊； 绀青柔软右旋文， 微妙光彩难为喻。
初诞身有妙光明， 普照一切十方界； 能灭三有众生苦， 令彼悉蒙安隐乐。
地狱傍生鬼道中， 阿苏罗天及人趣； 令彼除灭于众苦， 常受自然安隐乐。
身色光明常普照， 譬如镕金妙无比； 面貌圆明如满月， 唇色赤好喻频婆。
行步威仪类师子， 身光朗耀同初日； 臂肘纤长立过膝， 状等垂下娑罗枝。
圆光一寻照无边， 赫奕犹如百千日； 悉能遍至诸佛刹， 随缘所在觉群迷。
净光明网无伦比， 流耀遍满百千界； 普照十方无障碍， 一切冥闇悉皆除。
善逝慈光能与乐， 妙色映彻等金山； 流光悉至百千土， 众生遇者皆出离。
佛身成就无量福， 一切功德共庄严； 超过三界独称尊， 世间殊胜无与等。
所有过去一切佛， 数同大地诸微尘； 未来现在十方尊， 亦如大地微尘众。
我以至诚身语意， 稽首归依三世佛； 赞叹无边功德海， 种种香花皆供养。
设我口中有千舌， 经无量劫赞如来； 世尊功德不思议， 最胜甚深难可说。
假令我舌有百千， 赞叹一佛一功德； 于中少分尚难知， 况诸佛德无边际。
假使大地及诸天， 乃至有顶为海水； 可以毛端滴知数， 佛一功德甚难量。
我以至诚身语意， 礼赞诸佛德无边； 所有胜福果难思， 回施众生速成佛。
彼王赞叹如来已， 倍复深心发弘愿； 愿我当于未来世， 生在无量无数劫。
梦中常见大金鼓， 得闻显说忏悔音； 赞佛功德喻莲华， 愿证无生成正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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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佛出世时一现， 于百千劫甚难逢； 夜梦常闻妙鼓音， 昼则随应而忏悔。
我当圆满修六度， 拔济众生出苦海； 然后得成无上觉， 佛土清净不思议。
以妙金鼓奉如来， 并赞诸佛实功德； 因斯当见释迦佛， 记我当绍人中尊。
金龙金光是我子， 过去曾为善知识； 世世愿生于我家， 共授无上菩提记。
若有众生无救护， 长夜轮回受众苦； 我于来世作归依， 令彼常得安隐乐。
三有众苦愿除灭， 悉得随心安乐处； 于未来世修菩提， 皆如过去成佛者。
愿此金光忏悔福， 永竭苦海罪消除； 业障烦恼悉皆亡， 令我速招清净果。
福智大海量无边， 清净离垢深无底； 愿我获斯功德海， 速成无上大菩提。
以此金光忏悔力， 当获福德净光明； 既得清净妙光明， 常以智光照一切。
愿我身光等诸佛， 福德智慧亦复然； 一切世界独称尊， 威力自在无伦匹。
有漏苦海愿超越， 无为乐海愿常游； 现在福海愿恒盈， 当来智海愿圆满。
愿我刹土超三界， 殊胜功德量无边； 诸有缘者悉同生， 皆得速成清净智。
妙幢汝当知，

国王金龙主；

曾发如是愿，

彼即是汝身。

往时有二子，

金龙及金光；

即银相银光，

当受我所记。

大众闻是说，

皆发菩提心；

愿现在未来，

常依此忏悔。

金光明最胜王经金胜陀罗尼品第八
尔时，世尊复于众中告善住菩萨摩诃萨：“善男子！有陀罗尼名曰金胜，若
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亲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恭敬供养者，应当受持此
陀罗尼。何以故？此陀罗尼乃是过、现、未来诸佛之母。是故当知持此陀罗尼者，
具大福德，已于过去无量佛所殖诸善本，今得受持，于戒清净不毁不缺，无有障
碍，决定能入甚深法门。”
世尊即为说持咒法，先称诸佛及菩萨名，至心礼敬，然后诵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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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喃无十方一切诸佛。喃无诸大菩萨摩诃萨。喃谟声闻缘觉一切贤圣。喃谟
释迦牟尼佛。喃谟东方不动佛。喃谟南方宝幢佛。喃谟西方阿弥陀佛。喃谟北方
天鼓音王佛。喃谟上方广众德佛。喃谟下方明德佛。喃谟宝藏佛。喃谟普光佛。
喃谟普明佛。喃谟香积王佛。喃谟莲花胜佛。喃谟平等见佛。喃谟宝髻佛。喃谟
宝上佛。喃谟宝光佛。喃谟无垢光明佛。喃谟辩才庄严思惟佛。喃谟净月光称相
王佛。喃谟华严光佛。喃谟光明王佛。喃谟善光无垢称王佛。喃谟观察无畏自在
王佛。喃谟无畏名称佛。喃谟最胜王佛。喃谟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喃谟地藏菩萨
摩诃萨。喃谟虚空藏菩萨摩诃萨。喃谟妙吉祥菩萨摩诃萨。喃谟金刚手菩萨摩诃
萨。喃谟普贤菩萨摩诃萨。喃谟无尽意菩萨摩诃萨。喃谟大势至菩萨摩诃萨。喃
谟慈氏菩萨摩诃萨。喃谟善慧菩萨摩诃萨。
”陀罗尼曰：
南谟(引)啰怛娜(二合)怛啰(二合)夜(引)也怛地耶(二合)他(引)俱地利(二合)枲致(二合)
俱吒呢矩折囇曳(二合)矩致攞折耶(二合引)哩(引)壹(引)窒哩(引)尾窒哩(二合引)娑嚩
(二合引)诃(引)

Namo ratna-tray2ya. Tadyath2, ku-d4=6i ku66ane, ku-carye ku6ila jy2 r1,
1ti-r1 vi-t} sv2h2.
佛告善住菩萨：“此陀罗尼，是三世佛母，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持此咒者，
能生无量无边福德之聚，即是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数诸佛，如是诸佛皆与此人
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善住！若有人能持此咒者，随其所欲，衣食财宝、多
闻聪慧、无病长寿，获福甚多，随所愿求，无不遂意。善住！持是咒者，乃至未
证无上菩提，常与金城山菩萨、慈氏菩萨、大海菩萨、观自在菩萨、妙吉祥菩萨、
大冰伽罗菩萨等而共居止，为诸菩萨之所摄护。善住当知！持此咒时，作如是法，
先应诵持满一万八遍为前方便。次于闇室庄严道场，黑月一日清净洗浴，着鲜洁
衣，烧香散花，种种供养并诸饮食。入道场中，先当称礼如前所说诸佛菩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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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殷重悔先罪已，右膝着地，可诵前咒满一千八遍，端坐思惟，念其所愿。日未
出时，于道场中，食净黑食，日唯一食，至十五日方出道场。能令此人福德威力
不可思议，随所愿求无不圆满，若不遂意，重入道场，既称心已，常持莫忘。”
金光明最胜王经重显空性品第九
尔时，世尊说此咒已，为欲利益菩萨摩诃萨人天大众，令得悟解甚深真实第
一义故，重明空性而说颂曰：
我已于余甚深经， 广说真空微妙法； 今复于此经王内， 略说空法不思议。
于诸广大甚深法， 有情无智不能解； 故我于斯重敷演， 令于空法得开悟。
大悲哀愍有情故， 以善方便胜因缘； 我今于此大众中， 演说令彼明空义。
当知此身如空聚， 六贼依止不相知； 六尘诸贼别依根， 各不相知亦如是。
眼根常观于色处， 耳根听声不断绝， 鼻根恒嗅于香境， 舌根镇尝于美味，
身根受于轻软触， 意根了法不知厌， 此等六根随事起， 各于自境生分别。
识如幻化非真实， 依止根处妄贪求； 如人奔走空聚中， 六识依根亦如是。
心遍驰求随处转， 托根缘境了诸事； 常爱色声香味触， 于法寻思无暂停。
随缘遍行于六根， 如鸟飞空无障碍； 藉此诸根作依处， 方能了别于外境。
此身无知无作者， 体不坚固托缘成； 皆从虚妄分别生， 譬如机关由业转。
地水火风共成身， 随彼因缘招异果； 同在一处相违害， 如四毒蛇居一箧。
此四大蛇性各异， 虽居一处有升沉； 或上或下遍于身， 斯等终归于灭法。
于此四种毒蛇中， 地水二蛇多沉下； 风火二蛇性轻举， 由此乖违众病生。
心识依止于此身， 造作种种善恶业； 当往人天三恶趣， 随其业力受身形。
遭诸疾病身死后， 大小便利悉盈流； 脓烂虫蛆不可乐， 弃在尸林如朽木。
汝等当观法如是， 云何执有我众生？

一切诸法尽无常， 悉从无明缘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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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诸大种咸虚妄， 本非实有体无生； 故说大种性皆空， 知此浮虚非实有。
无明自性本是无， 藉众缘力和合有； 于一切时失正慧， 故我说彼为无明。
行识为缘有名色， 六处及触受随生； 爱取有缘生老死， 忧悲苦恼恒随逐。
众苦恶业常缠迫， 生死轮回无息时； 本来非有体是空， 由不如理生分别。
我断一切诸烦恼， 常以正智现前行； 了五蕴宅悉皆空， 求证菩提真实处。
我开甘露大城门， 示现甘露微妙器； 既得甘露真实味， 常以甘露施群生。
我击最胜大法鼓， 我吹最胜大法螺， 我然最胜大明灯， 我降最胜大法雨。
降伏烦恼诸怨结， 建立无上大法幢； 于生死海济群迷， 我当关闭三恶趣。
烦恼炽火烧众生， 无有救护无依止； 清凉甘露充足彼， 身心热恼并皆除。
由是我於无量劫， 恭敬供养诸如来； 坚持禁戒趣菩提， 求证法身安乐处。
施他眼耳及手足， 妻子僮仆心无吝， 财宝七珍庄严具， 随来求者咸供给。
忍等诸度皆遍修， 十地圆满成正觉； 故我得称一切智， 无有众生度量者。
假使三千大千界， 尽此土地生长物； 所有丛林诸树木， 稻麻竹苇及枝条。
此等诸物皆伐取， 并悉细末作微尘； 随处积集量难知， 乃至充满虚空界。
一切十方诸刹土， 所有三千大千界； 地土皆悉末为尘， 此微尘量不可数。
假使一切众生智， 以此智慧与一人； 如是智者量无边， 容可知彼微尘数。
牟尼世尊一念智， 令彼智人共度量； 于多俱胝劫数中， 不能算知其少分。
时诸大众闻佛说此甚深空性，有无量众生，悉能了达四大、五蕴体性俱空，
六根、六境妄生系缚，愿舍轮回，正修出离，深心庆喜，如说奉持。
金光明最胜王经依空满愿品第十
尔时，如意宝光耀天女于大众中，闻说深法，欢喜踊跃，从座而起，偏袒右
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惟愿为说于甚深理修行之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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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颂言：
我问照世界，

两足最胜尊，

菩萨正行法，

惟愿慈听许。

佛言：善女天！若有疑惑者，随汝意所问，吾当分别说。
是时天女请世尊曰：
云何诸菩萨，

行菩提正行，

离生死涅槃，

饶益自他故？

佛告善女天：“依于法界，行菩提法，修平等行。云何依于法界，行菩提法，
修平等行？谓于五蕴能现法界，法界即是五蕴，五蕴不可说，非五蕴亦不可说。
何以故？若法界是五蕴，即是断见；若离五蕴，即是常见；离于二相，不着二边，
不可见，过所见，无名无相，是则名为说于法界。善女天！云何五蕴能现法界？
如是五蕴不从因缘生。何以故？若从因缘生者，为已生故生？为未生故生？若已
生生者，何用因缘？若未生生者，不可得生。何以故？未生诸法即是非有，无名
无相，非校量譬喻之所能及，非是因缘之所生故。善女天！譬如鼓声，依木、依
皮及桴手等故得出声，如是鼓声过去亦空，未来亦空，现在亦空。何以故？是鼓
音声不从木生，不从皮生及桴手生，不于三世生，是则不生。若不可生，则不可
灭；若不可灭，无所从来；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若无所去，则非常非断；若
非常非断，则不一不异。何以故？此若是一，则不异法界。若如是者，凡夫之人
应见真谛，得于无上安乐涅槃；既不如是，故知不一。若言异者，一切诸佛菩萨
行相即是执着，未得解脱烦恼系缚，即不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一
切圣人于行非行，同真实性，是故不异。故知五蕴非有非无，不从因缘生，非无
因缘生，是圣所知，非余境故，亦非言说之所能及，无名无相，无因无缘，亦无
譬喻，始终寂静，本来自空。是故五蕴能现法界。善女天！若善男子、善女人欲
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异真异俗，难可思量，于凡圣境，体非一异，不舍于俗，
不离于真，依于法界，行菩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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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时，世尊作是语已，时善女天踊跃欢喜，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
合掌恭敬，一心顶礼，而白佛言：“世尊！如上所说菩提正行，我今当学。”
是时索诃世界主大梵天王于大众中，问如意宝光耀善女天曰：“此菩提行难
可修行，汝今云何于菩提行而得自在？”
尔时，善女天答梵王曰：“大梵王！如佛所说，实是甚深。一切异生不解其
义，是圣境界微妙难知。若使我今依于此法得安乐住，是实语者，愿令一切五浊
恶世无量无数无边众生，皆得金色三十二相，非男非女，坐宝莲花，受无量乐，
雨天妙花，诸天音乐不鼓自鸣，一切供养皆悉具足。”时善女天说是语已，一切
五浊恶世所有众生皆悉金色，具大人相，非男非女，坐宝莲花，受无量乐，犹如
他化自在天宫，无诸恶道，宝树行列，七宝莲花遍满世界，又雨七宝上妙天花，
作天伎乐。如意宝光耀善女天即转女身，作梵天身。
时大梵王问如意宝光耀菩萨言：“仁者！如何行菩提行？”
答言：“梵王！若水中月行菩提行，我亦行菩提行；若梦中行菩提行，我亦
行菩提行；若阳焰行菩提行，我亦行菩提行；若谷响行菩提行，我亦行菩提行。”
时大梵王闻此说已，白菩萨言：“仁依何义而说此语？”
答言：“梵王！无有一法是实相者，但由因缘而得成故。”
梵王言：“若如是者，诸凡夫人皆悉应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答言：“仁以何意而作是说？愚痴人异，智慧人异？菩提异，非菩提异？解
脱异，非解脱异？梵王！如是诸法，平等无异。于此法界真如，不一不异，无有
中间而可执着，无增无减。梵王！譬如幻师及幻弟子善解幻术，于四衢道，取诸
沙土草木叶等，聚在一处作诸幻术，使人睹见象众、马众、车兵等众，七宝之聚
种种仓库。若有众生愚痴无智，不能思惟，不知幻本，若见若闻，作是思惟：‘我
所见闻象、马等众，此是实有，余皆虚妄。’于后更不审察思惟。有智之人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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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了于幻本，若见若闻，作如是念：‘如我所见象、马等众，非是真实，唯
有幻事，惑人眼目，妄谓象等及诸仓库，有名无实，如我见闻，不执为实。’后
时思惟，知其虚妄。是故智者了一切法皆无实体，但随世俗，如见如闻，表宣其
事，思惟谛理，则不如是，复由假说，显实义故。
“梵王！愚痴异生，未得出世圣慧之眼，未知一切诸法真如不可说故。是诸
凡愚，若见若闻行非行法，如是思惟，便生执着，谓以为实，于第一义不能了知
诸法真如是不可说。是诸圣人，若见若闻行非行法，随其力能不生执着以为实有，
了知一切无实行法、无实非行法，但妄思量行非行相，唯有名字，无有实体。是
诸圣人，随世俗说，为欲令他知真实义。如是梵王！是诸圣人，以圣智见，了法
真如不可说故，行非行法亦复如是，令他证知，故说种种世俗名言。”
时大梵王问如意宝光耀菩萨言：“有几众生能解如是甚深正法？”
答言：“梵王！有众幻人心心数法，能解如是甚深正法。”
梵王曰：“此幻化人，体是非有，此之心数从何而生？”
答曰：“若知法界不有不无，如是众生能解深义。”
尔时，梵王白佛言：“世尊！是如意宝光耀菩萨不可思议，通达如是甚深之
义。”
佛言：“如是！如是！梵王！如汝所言，此如意宝光耀，已教汝等发心修学
无生忍法。”
是时大梵天王与诸梵众，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恭敬，顶礼如意宝光耀
菩萨足，作如是言：“希有！希有！我等今日幸遇大士，得闻正法。”
尔时，世尊告梵王言：“是如意宝光耀，于未来世当得作佛，号宝焰吉祥藏
如来．应．正遍知．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
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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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品时，有三千亿菩萨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八千亿天子、无
量无数国王臣民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尔时，会中有五十亿苾刍，行菩萨行，欲退菩提心，闻如意宝光耀菩萨说是
法时，皆得坚固不可思议满足上愿，更复发起菩提之心，各自脱衣供养菩萨，重
发无上胜进之心，作如是愿：“愿令我等功德善根悉皆不退，回向阿耨多罗三藐
三菩提。”
“梵王！是诸苾刍，依此功德如说修行，过九十大劫，当得解悟，出离生死。”
尔时，世尊即为授记：“汝诸苾刍，过三十阿僧祇劫，当得作佛，劫名难胜光王，
国名无垢光，同时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同一号，名愿庄严间饰王，十号
具足。
“梵王！是《金光明》微妙经典，若正闻持，有大威力。假使有人于百千大
劫，行六波罗蜜无有方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书写如是《金光明经》，半月半
月专心读诵，是功德聚于前功德百分不及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梵王！是
故我今令汝修学，忆念受持，为他广说。何以故？我于往昔行菩萨道时，犹如勇
士入于战阵，不惜身命，流通如是微妙经王，受持读诵，为他解说。梵王！譬如
转轮圣王，若王在世，七宝不灭，王若命终，所有七宝自然灭尽。梵王！是《金
光明》微妙经王若现在世，无上法宝悉皆不灭，若无是经，随处隐没。是故应当
于此经王，专心听闻，受持读诵，为他解说，劝令书写，行精进波罗蜜，不惜身
命，不惮疲劳，功德中胜，我诸弟子应当如是精勤修学。”
尔时，大梵天王与无量梵众，帝释、四王及诸药叉，俱从座起，偏袒右肩，
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我等皆愿守护流通是《金光明》微妙经
典，及说法师若有诸难，我当除遣，令具众善，色力充足，辩才无碍，身意泰然，
时会听者皆受安乐。所在国土，若有饥馑、怨贼、非人为恼害者，我等天众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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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使其人民安隐丰乐，无诸枉横，皆是我等天众之力。若有供养是经典者，
我等亦当恭敬供养，如佛不异。”
尔时，佛告大梵天王及诸梵众乃至四王诸药叉等：“善哉！善哉！汝等得闻
甚深妙法，复能于此微妙经王发心拥护及持经者，当获无边殊胜之福，速成无上
正等菩提。”时梵王等闻佛语已，欢喜顶受。
金光明最胜王经四天王观察人天品第十一
尔时，多闻天王、持国天王、增长天王、广目天王，俱从座起，偏袒右肩，
右膝着地，合掌向佛，礼佛足已，白言：“世尊！是《金光明最胜王经》，一切
诸佛常念观察，一切菩萨之所恭敬，一切天龙常所供养，及诸天众常生欢喜，一
切护世称扬赞叹，声闻、独觉皆共受持，悉能明照诸天宫殿，能与一切众生殊胜
安乐，止息地狱、饿鬼、傍生诸趣苦恼，一切怖畏悉能除殄，所有怨敌寻即退散，
饥馑恶时能令丰稔，疾疫病苦皆令蠲愈，一切灾变百千苦恼咸悉消灭。世尊！是
《金光明最胜王经》能为如是安隐利乐饶益我等，惟愿世尊于大众中广为宣说。
我等四王并诸眷属，闻此甘露无上法味，气力充实，增益威光，精进勇猛，神通
倍胜。世尊！我等四王修行正法，常说正法，以法化世，我等令彼天、龙、药叉、
健闼婆、阿苏罗、揭路茶、俱槃茶、紧那罗、莫呼罗伽及诸人王，常以正法而化
于世，遮去诸恶，所有鬼神吸人精气无慈悲者，悉令远去。世尊！我等四王与二
十八部药叉大将，并与无量百千药叉，以净天眼过于世人，观察拥护此赡部洲。
世尊！以此因缘，我等诸王，名护世者。又复于此洲中，若有国王被他怨贼常来
侵扰，及多饥馑，疾疫流行，无量百千灾厄之事。世尊！我等四王于此《金光明
最胜王经》恭敬供养，若有苾刍法师受持读诵，我等四王共往觉悟，劝请其人。
时彼法师由我神通觉悟力故，往彼国界广宣流布是《金光明》微妙经典，由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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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令彼无量百千衰恼灾厄之事悉皆除遣。世尊！若诸人王于其国内，有持是经
苾刍法师至彼国时，当知此经亦至其国。世尊！时彼国王应往法师处，听其所说，
闻已欢喜，于彼法师恭敬供养，深心拥护，令无忧恼，演说此经利益一切。世尊！
以是经故，我等四王皆共一心护是人王及国人民，令离灾患，常得安隐。世尊！
若有苾刍、苾刍尼、邬波索迦、邬波斯迦持是经者，时彼人王随其所须，供给供
养，令无乏少，我等四王令彼国主及以国人，悉皆安隐，远离灾患。世尊！若有
受持读诵是经典者，人王于此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我等当令彼王于诸王中，恭
敬尊重，最为第一，诸余国王共所称叹。”大众闻已，欢喜受持。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五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六
大唐三藏沙门义净奉

制译

四天王护国品第十二
尔时，世尊闻四天王恭敬供养《金光明经》
，及能拥护诸持经者，赞言：“善
哉！善哉！汝等四王已于过去无量百千万亿佛所，恭敬供养，尊重赞叹，植诸善
根，修行正法，常说正法，以法化世。汝等长夜于诸众生常思利益，起大慈心，
愿与安乐，以是因缘，能令汝等现受胜报。若有人王恭敬供养此《金光明》最胜
经典，汝等应当勤加守护，令得安隐。汝诸四王及余眷属无量无数百千药叉护是
经者，即是护持去、来、现在诸佛正法。汝等四王及余天众并诸药叉，与阿苏罗
共斗战时，常得胜利；汝等若能护持是经，由经力故，能除众苦、怨贼、饥馑及
诸疾疫。是故汝等若见四众受持读诵此经王者，亦应勤心共加守护，为除衰恼，
施与安乐。”
尔时，四天王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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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光明最胜经王》，于未来世，若有国土城邑聚落、山林旷野，随所至处流
布之时，若彼国王于此经典至心听受，称叹供养，并复供给受持是经四部之众，
深心拥护，令离衰恼，以是因缘，我护彼王及诸人众，皆令安隐，远离忧苦，增
益寿命，威德具足。世尊！若彼国王见于四众受持经者，恭敬守护犹如父母，一
切所须悉皆供给，我等四王常为守护，令诸有情无不尊敬。是故我等并与无量药
叉诸神，随此经王所流布处，潜身拥护，令无留难，亦当护念听是经人诸国王等，
除其衰患，悉令安隐，他方怨贼皆使退散。若有人王听是经时，邻国怨敌兴如是
念：‘当具四兵坏彼国土。’世尊！以是经王威神力故，是时邻敌更有异怨，而
来侵扰于其境界，多诸灾变疫病流行。时王见已即严四兵，发向彼国欲为讨罚。
我等尔时当与眷属无量无边药叉诸神，各自隐形为作护助，令彼怨敌自然降伏，
尚不敢来至其国界，岂复得有兵戈相罚。”
尔时，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汝等四王，乃能拥护如是经典。我于过
去百千俱胝那庾多劫，修诸苦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证一切智，今说是法。
若有人王受持是经，恭敬供养者，为消衰患，令其安隐，亦复拥护城邑聚落，乃
至怨贼悉令退散，亦令一切赡部洲内所有诸王，永无衰恼斗诤之事。四王当知！
此赡部洲八万四千城邑聚落、八万四千诸人王等，各于其国受诸快乐，皆得自在，
所有财宝丰足受用，不相侵夺，随彼宿因而受其报，不起恶念贪求他国，咸生少
欲利乐之心，无有斗战系缚等苦。其土人民自生爱乐，上下和穆，犹如水乳，情
相爱重，欢喜游戏，慈悲谦让，增长善根。以是因缘，此赡部洲安隐丰乐，人民
炽盛，大地沃壤，寒暑调和，时不乖序，日月星宿常度无亏，风雨随时，离诸灾
横，资产财宝皆悉丰盈，心无悭鄙，常行慧施，具十善业，若人命终，多生天上，
增益天众。大王！若未来世有诸人王听受是经，恭敬供养并受持是经，四部之众
尊重称赞。复欲安乐饶益汝等及诸眷属无量百千诸药叉众，是故彼王常当听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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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经王，由得闻此正法之水甘露上味，增益汝等身心势力，精进勇猛，福德威光
悉令充满。是诸人王若能至心听受是经，则为广大希有供养，供养于我释迦牟尼
应．正等觉。若供养我，则是供养过去、未来、现在百千俱胝那庾多佛。若能供
养三世诸佛，则得无量不可思议功德之聚。以是因缘，汝等应当拥护彼王后妃眷
属，令无衰恼，及宫宅神常受安乐，功德难思，是诸国土所有人民，亦受种种五
欲之乐，一切恶事皆令消殄。”
尔时，四天王白佛言：“世尊！于未来世，若有人王，乐听如是《金光明经》
，
为欲拥护自身、后妃、王子，乃至内宫诸婇女等，城邑宫殿，皆得第一不可思议
最上欢喜寂静安乐，于现世中，王位尊高，自在昌盛，常得增长，复欲摄受无量
无边难思福聚，于自国土令无怨敌及诸忧恼灾厄事者。世尊！如是人王不应放逸
令心散乱，当生恭敬至诚殷重，听受如是最胜经王。欲听之时，先当庄严最上宫
室，王所爱重显敞之处，香水洒地，散众名花，安置师子殊胜法座，以诸珍宝而
为挍饰，张施种种宝盖幢幡，烧无价香，奏诸音乐。其王尔时当净澡浴，以香涂
身，着新净衣及诸璎珞，坐小卑座，不生高举，舍自在位，离诸憍慢，端心正念，
听是经王；于法师所，起大师想。复于宫内后妃王子婇女眷属生慈愍心，喜悦相
视，和颜软语，于自身心大喜充遍。作如是念：‘我今获得难思殊胜广大利益，
于此经王，盛兴供养。’既敷设已，见法师至，当起虔敬渴仰之心。”
尔时，佛告四天王：“不应如是不迎法师。时彼人王应着纯净鲜洁之衣，种
种璎珞以为严饰，自持白盖及以香花，备整军仪，盛陈音乐，步出城阙迎彼法师，
运想虔恭为吉祥事。四王！以何因缘令彼人王亲作如是恭敬供养？由彼人王举足
下足，步步即是恭敬供养、承事尊重百千万亿那庾多诸佛世尊，复得超越如是劫
数生死之苦，复于来世如是劫数，当受轮王殊胜尊位。随其步步，亦于现世福德
增长自在为王，感应难思，众所钦重；当于无量百千亿劫人天受用七宝宫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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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处常得为王，增益寿命，言词辩了，人天信受，无所畏惧，有大名称，咸共
瞻仰，天上人中受胜妙乐，获大力势，有大威德，身相奇妙，端严无比，值天人
师，遇善知识，成就具足无量福聚。四王当知！彼诸人王见如是等种种无量功德
利益故，应自往奉迎法师。若一逾缮那，乃至百千逾缮那，于说法师应生佛想，
还至城已，作如是念：‘今日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入我宫中受我供养，为
我说法。我闻法已，即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退转，即是值遇百千万亿那庾
多诸佛世尊。我于今日即是种种广大殊胜上妙乐具，供养过去、未来、现在诸佛。
我于今日即是永拔琰摩王界、地狱、饿鬼、傍生之苦。便为已种无量百千万亿转
轮圣王、释梵天主善根种子。当令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出生死苦，得涅槃乐，积
集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福德之聚，后宫眷属及诸人民皆蒙安隐，国土清泰，无诸灾
厄、毒害、恶人，他方怨敌不来侵扰，远离忧患。’四王当知！时彼人王应作如
是尊重正法，亦于受持是妙经典苾刍、苾刍尼、邬波索迦、邬波斯迦，供养恭敬
尊重赞叹，所获善根，先以胜福施与汝等及诸眷属。彼之人王，有大福德善业因
缘，于现世中得大自在增益威光，吉祥妙相皆悉庄严，一切怨敌能以正法而摧伏
之。”
尔时，四天王白佛言：“世尊！若有人王能作如是恭敬正法，听此经王，并
于四众持经之人，恭敬供养，尊重赞叹。时彼人王欲为我等生欢喜故，当在一边，
近于法座，香水洒地，散众名花，安置处所，设四王座，我与彼王共听正法。其
王所有自利善根，亦以福分施及我等。世尊！时彼人王请说法者，升座之时，便
为我等烧众名香，供养是经。世尊！时彼香烟于一念顷，上升虚空，即至我等诸
天宫殿，于虚空中变成香盖。我等天众闻彼妙香，香有金光照曜我等所居宫殿，
乃至梵宫及以帝释、大辩才天、大吉祥天、坚牢地神、正了知大将、二十八部诸
药叉神、大自在天、金刚密主、宝贤大将、诃利底母五百眷属、无热恼池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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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龙王所居之处。世尊！如是等众于自宫殿见彼香烟，一刹那顷变成香盖，闻
香芬馥，睹色光明，遍至一切诸天神宫。”
佛告四天王：“是香光明非但至此宫殿，变成香盖，放大光明；由彼人王手
擎香炉，烧众名香供养经时，其香烟气于一念顷遍至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
百亿妙高山王、百亿四洲，于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天、龙、药叉、健闼婆、阿苏
罗、揭路茶、紧那罗、莫呼洛伽宫殿之所，于虚空中充满而住。种种香烟变成云
盖，其盖金色普照天宫。如是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种种香云香盖，皆是《金光明最
胜王经》威神之力。是诸人王手持香炉供养经时，种种香气非但遍此三千大千世
界，于一念顷亦遍十方无量无边恒河沙等百千万亿诸佛国土，于诸佛上虚空之中
变成香盖，金色普照亦复如是。时彼诸佛闻此妙香，睹斯云盖及以金色，于十方
界恒河沙等诸佛世尊现神变已，彼诸世尊悉共观察，异口同音赞法师曰：‘善哉！
善哉！汝大丈夫！能广流布如是甚深微妙经典，则为成就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福德
之聚。若有听闻如是经者，所获功德其量甚多，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他敷
演、如说修行。何以故？善男子！若有众生闻此《金光明最胜王经》者，即于阿
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退转。”
尔时，十方有百千俱胝那庾多无量无数恒河沙等诸佛刹土，彼诸刹土一切如
来异口同音，于法座上赞彼法师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于来世，以精勤
力，当修无量百千苦行，具足资粮，超诸圣众，出过三界，为最胜尊，当坐菩提
树王之下，殊胜庄严，能救三千大千世界有缘众生，善能摧伏可畏形仪诸魔军众，
觉了诸法最胜清净甚深无上正等菩提。善男子！汝当坐于金刚之座，转于无上诸
佛所赞十二妙行甚深法轮，能击无上最大法鼓，能吹无上极妙法螺，能建无上殊
胜法幢，能然无上极明法炬，能降无上甘露法雨，能断无量烦恼怨结，能令无量
百千万亿那庾多有情，渡于无涯可畏大海，解脱生死无际轮回，值遇无量百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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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那庾多佛。”
尔时，四天王复白佛言：“世尊！是《金光明最胜王经》，能于未来现在成
就如是无量功德，是故人王若得闻是微妙经典，即是已于百千万亿无量佛所种诸
善根，于彼人王我当护念。复见无量福德利故，我等四王及余眷属无量百千万亿
诸神，于自宫殿见是种种香烟云盖神变之时，我当隐蔽不现其身，为听法故，当
至是王清净严饰所止宫殿讲法之处。如是乃至梵宫、帝释、大辩才天、大吉祥天、
坚牢地神、正了知神大将、二十八部诸药叉神、大自在天、金刚密主、宝贤大将、
诃利底母五百眷属、无热恼池龙王、大海龙王、无量百千万亿那庾多诸天药叉，
如是等众为听法故，皆不现身，至彼人王殊胜宫殿庄严高座说法之所。世尊！我
等四王及余眷属药叉诸神，皆当一心共彼人王为善知识，因是无上大法施主，以
甘露味充足于我，是故我等拥护是王，除其衰患，令得安隐，及其宫殿城邑国土
诸恶灾变悉令消灭。”
尔时，四天王俱共合掌白佛言：“世尊！若有人王于其国土，虽有此经，未
常流布，心生舍离，不乐听闻，亦不供养尊重赞叹，见四部众持经之人，亦复不
能尊重供养，遂令我等及余眷属无量诸天，不得闻此甚深妙法，背甘露味，失正
法流，无有威光及以势力，增长恶趣，损减人天，坠生死河，乖涅槃路。世尊！
我等四王并诸眷属及药叉等，见如斯事，舍其国土，无拥护心。非但我等舍弃是
王，亦有无量守护国土诸大善神悉皆舍去。既舍离已，其国当有种种灾祸，丧失
国位，一切人众皆无善心，惟有系缚，杀害瞋诤，互相谗谄，抂及无辜，疾疫流
行，彗星数出，两日并现，博蚀无恒，黑白二虹表不祥相，星流地动，井内发声，
暴雨恶风不依时节，常遭饥馑，苗实不成，多有他方怨贼侵掠，国内人民受诸苦
恼，土地无有可乐之处。世尊！我等四王及与无量百千天神，并护国土诸旧善神
远离去时，生如是等无量百千灾怪恶事。世尊！若有人王欲护国土，常受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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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令众生咸蒙安隐，欲得摧伏一切外敌，于自国境永得昌盛，欲令正教流布世间，
苦恼恶法皆除灭者。世尊！是诸国主必当听受是妙经王，亦应恭敬供养读诵受持
经者。我等及余无量天众以是听法善根威力，得服无上甘露法味，增益我等所有
眷属，并余天神皆得胜利。何以故？以是人王至心听受是经典故。世尊！如大梵
天于诸有情常为宣说世出世论，帝释复说种种诸论，五通神仙亦说诸论。世尊！
梵天、帝释、五通仙人虽有百千俱胝那庾多无量诸论，然佛世尊慈悲哀愍，为人
天众说《金光明》微妙经典，比前所说，胜彼百千俱胝那庾多倍不可为喻。何以
故？由此能令诸赡部洲所有王等正法化世，能与众生安乐之事，为护自身及诸眷
属，令无苦恼，又无他方怨贼侵害，所有诸恶悉皆远去，亦令国土灾厄屏除，化
以正法无有诤讼。是故人王各于国土，当然法炬，明照无边，增益天众并诸眷属。
世尊！我等四王无量天神药叉之众，赡部洲内所有天神，以是因缘得服无上甘露
法味，获大威德势力光明无不具足，一切众生皆得安隐，复于来世无量百千不可
思议那庾多劫常受快乐，复得值遇无量诸佛，种诸善根，然后证得阿耨多罗三藐
三菩提。如是无量无边胜利，皆是如来、应正等觉，以大慈悲过诸梵众，以大智
慧逾于帝释，修诸苦行胜五通仙，百千万亿那庾多倍不可称计，为诸众生演说如
是微妙经典，令赡部洲一切国主及诸人众，明了世间所有法式，治国化人劝导之
事，由此经王流通力故，普得安乐。此等福利，皆是释迦大师于此经典广为流通
慈悲力故。世尊！以是因缘，诸人王等皆应受持，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此妙经王。
何以故？以如是等不可思议殊胜功德利益一切，是故名曰最胜经王。”
尔时，世尊复告四天王：“汝等四王及余眷属，无量百千俱胝那庾多诸天大
众，见彼人王，若能至心听是经典，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者，应当拥护，除其衰
患，能令汝等亦受安乐；若四部众能广流布是经王者，于人天中广作佛事，普能
利益无量众生，如是之人，汝等四王常当拥护。如是四众，勿使他缘共相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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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彼身心寂静安乐，于此经王广宣流布，令不断绝，利益有情，尽未来际。”
尔时，多闻天王从座而起，白佛言：“世尊！我有如意宝珠陀罗尼法，若有
众生乐受持者，功德无量。我常拥护令彼众生离苦得乐，能成福智二种资粮。欲
受持者先当诵此护身之咒。”即说咒曰：
喃谟薜室啰袜拏摩诃(引)啰(引)阇(引)也怛地耶(二合)他(引)啷伽尸啷伽枳西(二合引)
怒(引)枳西(二合引)怒(引)矩数(二合)怒矩数(二合)怒舍啰嚩(二合)舍啰嚩(二合)羯啰
羯啰摩诃(引)毗羯喇(二合)么薜室啰(二合)袜拏摩诃(引)啰(引)阇啰乞叉(二合)啰乞
叉(二合)都漫萨冒(引)鉢捺啰(二合)吠(引)毘藥(二合)娑嚩(二合引)诃(引)

Namo vai0rava5a-mah2-r2j2ya. Tadyath2, ra{ghas ra{gha`, k=15o
k=15o, k=u55o k=u55o, 0arva 0arva, kara kara, mah2-vikrama
vai0rava5a-mah2-r2ja rak=a rak=atu m23 sarvopa-dravebhya`
sv2h2.
“世尊！诵此咒者，当以白线咒之七遍，一遍一结，系之肘后，其事必成；
应取诸香，所谓安息、栴檀、龙脑、苏合、多揭罗、熏陆，皆须等分，和合一处，
手执香炉，烧香供养，清净澡浴，着鲜洁衣，于一静室，可诵神咒请我薜室啰袜
拏天王。”即说咒曰：
喃谟(引)薜室啰(二合)袜拏(引)也喃谟(引)檀那驮(引)也檀泥(引)莎嚩(二合)啰(引)也
阿(引)揭车阿(引)揭车阿钵利弭哆檀泥(引)莎嚩(二合)啰钵啰么迦(引)噜尼迦萨婆萨
埵呬哆振哆(引)么尼檀(引)那末奴钵喇耶车娑嚩(二合)阎部吠娑嚩(二合引)诃(引)

Namo vai0rava52ya. Namo dhana-d2ya dhane0var2ya. "-gaccha
2-gaccha a-parimita dhane0vara, parama k2ru5ika, sarva sattva hita
cint2ma5i d2nam anu-prayaccha svayam-bhuve sv2h2.
“此咒诵满一七遍已，次诵本咒。欲诵咒时，先当称名敬礼三宝，及毘室罗
— 61 —

袜拏天王。能施财物，令诸众生所求愿满，悉能成就，与其安乐。如是礼已，次
诵薜室罗末拏天王《如意末尼宝心》神咒，能施众生随意安乐。”尔时，多闻天
王即于佛前，说《如意末尼宝心》咒曰：
喃谟(引)喇怛那(二合)怛啰(二合)夜(引)野喃谟(引)毘室啰(二合)嚩拏摩诃(引)啰(引)
阇(引)也萨嚩萨埵(引)那(引)莫(引)舍(引)钵唎脯(引)喇拏(引)耶悉地迦啰(引)耶苏佉
(引)驮 (引) 那(引)耶怛娑曼(二合引)曩莫塞訖哩(三合) 怛嚩 (二合)伊𤚥 (引)毘 (引)室囉
(二合)嚩拏紇哩(二合)陀野麼(引)嚩囉多(二合)伊洒耶(二合引)弥薩嚩薩怛嚩(二合)蘇

佉(引)嚩憾怛地耶(二合)他(引)四(引)漫四(引)漫苏(引)母(引)苏(引)母(引)栴陀栴陀
折啰折啰萨(引)啰萨(引)啰羯啰羯啰枳哩枳哩矩噜矩噜母(引)噜母(引)噜主噜主噜
娑(引)大也(引)啰贪(二合)摩摩儞甸阿啰他(二合)达达(引)底娑嚩(二合引)诃(引)喃谟
毘室啰嚩拏也娑嚩(二合引)诃(引)檀那驮也娑嚩(二合引)诃(引)曼奴(引)喇他钵唎脯
(引)喇迦(引)也娑嚩(二合引)诃(引)

Namo

ratna

tray2ya.

Namo

vai0rava5a-mah2-r2j2ya,

sarva

sattv2n2m 202 pari-p9ra52ya, siddhi kar2ya sukh2-dh2n2ya. Tasm2n
namas-k4tva ima3 vai0rava5a-h4daya mâ-varta i=y2mi, sarva sattva
sukh2vaha3. Tadyath2, heman heman s9-bh9 s9-bh9, chanda
chanda, c2ra c2ra, s2ra s2ra, kara kara, kiri kiri, kuru kuru; bh9-ru`
bh9-ru`, curu curu s2dhaya artha3 mama, nityam artha dad2ti sv2h2.
Namo

vai0rava52ya

sv2h2.

Dhana-d2ya

sv2h2.

Mano-ratha

pari-p9rak2ya sv2h2.
“受持咒时，先诵千遍，然后于净室中瞿摩涂地作小坛场，随时饮食，一心
供养，常然妙香，令烟不绝。诵前心咒，昼夜系心，惟自耳闻，勿令他解。时有
薜室啰袜拏王子名禅腻师，现童子形，来至其所。问言：‘何故须唤我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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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报言：‘我为供养三宝，事须财物，愿当施与。’时禅腻师闻是语已，即还父
所，白其父言：‘今有善人发至诚心，供养三宝，少乏财物，为斯请召。’其父
报曰：‘汝可速去，日日与彼一百迦利沙波拏【k2r=2pa5a-金钱，财宝】【此
是根本梵音，惟目贝齿而随方不定，或是贝齿，或是金银铜铁等钱，然摩揭陀国
现今通用一迦利沙波拏有一千六百贝齿，总数可以准知，若准物值随处不定。若
人持咒得成就者，获物之时自知其数。有本云：每日与一百底那啰【d1n2ra】
，
即金钱也。乃至尽形寿日日皆得，西方求者多有神验，除不至心也。】
“其持咒者见是相已，知事得成。当须独处净室，烧香而卧。可于床边置一
香箧，每至天晓，观其箧中获所求物。每得物时，当日即须供养三宝，香花饮食
兼施贫乏，皆令罄尽，不得停留。于诸有情起慈悲念，勿生瞋诳谄害之心。若起
瞋者，即失神验，常可护心，勿令瞋恚。又持此咒者，于每日中忆我多闻天王，
及男女眷属称扬赞叹，恒以十善共相资助，令彼天等福力增明，众善普臻证菩提
处。彼诸天众见是事已，皆大欢喜，共来拥卫持咒之人。又持咒者寿命长远，经
无量岁，永离三涂，常无灾厄，亦令获得如意宝珠及以伏藏，神通自在，所愿皆
成。若求官荣，无不称意，亦解一切禽兽之语。
“世尊！若持咒时，欲得见我自身现者，可于月八日或十五日，于白叠上画
佛形像，当用木胶杂彩庄饰，其画像人为受八戒。于佛左边画吉祥天女像，于佛
右边画我多闻天像，并画男女眷属之类。安置座处咸令如法，布列花彩，烧众名
香，然灯续明，昼夜无歇，上妙饮食种种珍奇，发殷重心随时供养，受持神咒，
不得轻心。请召我时应诵此咒：
喃莫室利(二合引)伽那(引)也勃陀(引)也喃谟毘室啰(二合)袜拏(引)也摩诃(引)药叉
啰(引)阇阿地啰(引)阇(引)也喃莫室唎(二合)耶(引)裔(引)摩诃(引)提吠(引)裔(引)怛
地耶(二合)他(引)怛啰怛啰咄噜咄噜婆啰婆啰苏率吐苏率吐诃(引)啰诃(引)啰末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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羯诺迦跋折啰薜琉璃也(二合)目底迦(引)阿楞讫利(二合)哆设唎(引)啰蒲(引)萨嚩萨
埵呬哆迦(引)摩薜室啰袜拏室唎(二合引)提嚩多也(引)医呬医呬磨毗蓝婆仡利(二合)
拏仡利(二合)拏麻(引)啰洒(二合)麻(引)啰洒(二合)达陀(引)呬迷达哩设(二合)那迦(引)
末写达哩设(二合)喃钵喇曷喇(二合引)驮也末那娑嚩(二合引)诃(引)

Nama` 0r1-ghan2ya buddh2ya. Namo vai0rava52ya mah2yak=ar2ja-adhir2j2ya. Nama` 0riy2ye mah2-dev1ye. Tadyath2, tara tara,
turu turu, bhara bhara; su=6hu su=6hu, h2ra h2ra, ma5i kanaka vajra
vai79rya muktik2 ala3-k4ta 0ar1ra p9; sarva sattva hita k2ma
vai0rava5a 0r1 devatay2, ehyehi m2-vilamba3, gh45a gh45a, m2r=a
m2r=a, dar0aya siddhi dad2hi me, dar0ana k2masya, dar0ana3
pra-hl2daya mana` sv2h2.
“世尊！我若见此诵咒之人，复见如是盛兴供养，即生慈爱欢喜之心。我即
变身作小儿形，或作老人、苾刍之像，手持如意末尼宝珠，并持金囊入道场内，
身现恭敬，口称佛名，语持咒者曰：‘随汝所求，皆令如愿。’或隐林薮，或造
宝珠，或欲众人爱宠，或求金银等物，欲持诸咒，皆令有验。或欲神通寿命长远，
及胜妙乐，无不称心。我今且说如是之事，若更求余，皆随所愿，悉得成就，宝
藏无尽，功德无穷。假使日月坠堕于地，或可大地有时移转，我此实语终不虚然，
常得安隐，随心快乐。世尊！若有人能受持读诵是经王者，诵此咒时，不假疲劳，
法速成就。世尊！我今为彼贫穷困厄苦恼众生，说此神咒，令获大利，皆得富乐，
自在无患，乃至尽形，我当拥护，随逐是人，为除灾厄。亦复令此持《金光明最
胜王经》流通之者，及持咒人，于百步内光明照烛，我之所有千药叉神亦常侍卫，
随欲驱使，无不遂心。我说实语，无有虚诳，惟佛证知。”
时多闻天王说此咒已，佛言：“善哉！天王！汝能破裂一切众生贫穷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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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得富乐，说是神咒，复令此经广行于世。”
时四天王俱从座起，偏袒一肩，顶礼双足，右膝着地，合掌恭敬，以妙伽他
赞佛功德：
佛面犹如净满月， 亦如千日放光明； 目净修广若青莲， 齿白齐密犹珂雪。
佛德无边如大海， 无限妙宝积其中； 智慧德水镇恒盈， 百千胜定咸充满。
足下轮相皆严饰， 毂辋千辐悉齐平； 手足鞔网遍庄严， 犹如鹅王相具足。
佛身光曜等金山， 清净殊特无伦匹； 亦如妙高功德满， 故我稽首佛山王。
相好如空不可测，

逾于千月放光明；

皆如焰幻不思议， 故我稽首心无著。

尔时，四天王赞叹佛已，世尊亦以伽他而答之曰：
此《金光明》最胜经，无上十力之所说；汝等四王常拥护， 应生勇猛不退心。
此妙经宝极甚深， 能与一切有情乐； 由彼有情安乐故， 常得流通赡部洲。
于此大千世界中， 所有一切有情类； 饿鬼傍生及地狱， 如是苦趣悉皆除。
住此南洲诸国王， 及余一切有情类； 由经威力常欢喜， 皆蒙拥护得安宁。
亦使此中诸有情， 除众病苦无贼盗； 赖此国土弘经故， 安隐丰乐无违恼。
若人听受此经王， 欲求尊贵及财利； 国土丰乐无违诤， 随心所愿悉皆从。
能令他方贼退散， 于自国界常安隐； 由此最胜经王力， 离诸苦恼无忧怖。
如宝树王在宅内， 能生一切诸乐具； 最胜经王亦复然， 能与人王胜功德。
譬如澄洁清冷水， 能除饥渴诸热恼； 最胜经王亦复然， 令乐福者心满足。
如人室有妙宝箧， 随所受用悉从心； 最胜经王亦复然， 福德随心无所乏。
汝等天主及天众， 应当供养此经王； 若能依教奉持经， 智慧威神皆具足。
现在十方一切佛， 咸共护念此经王； 见有读诵及受持， 称叹善哉甚希有。
若有人能听此经， 身心踊跃生欢喜； 常有百千药叉众， 随所住处护斯人。
于此世界诸天众， 其数无量不思议； 悉共听受此经王， 欢喜护持无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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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听受此经王， 威德勇猛常自在； 增益一切人天众， 令离衰恼益光明。
尔时四天王闻是颂已，欢喜踊跃，白佛言：“世尊！我从昔来未曾得闻如是
甚深微妙之法。”心生悲喜，涕泪交流，举身战动，证不思议希有之事，以天曼
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而散佛上。作是殊胜供养佛已，白佛言：“世尊！我等四
王，各有五百药叉眷属，常当处处拥护是经及说法师，以智光明而为助卫。若于
此经所有句义忘失之处，我皆令彼忆念不忘，并与陀罗尼殊胜法门令得具足。复
欲令此最胜经王所在之处，为诸众生广宣流布，不速隐没。”
尔时，世尊于大众中说是法时，无量众生皆得大智聪睿辩才，摄受无量福德
之聚，离诸忧恼，发喜乐心，善明众论，登出离道，不复退转，速证菩提。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六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七
大唐三藏沙门义净奉

制译

无染着陀罗尼品第十三
尔时，世尊告具寿舍利子：“今有法门，名无染着陀罗尼，是诸菩萨所修行
法，过去菩萨之所受持，是菩萨母。”
说是语已，具寿舍利子白佛言：“世尊！陀罗尼者，是何句义？世尊！陀罗
尼者，非方处、非非方处。”
作是语已，佛告舍利子：“善哉！善哉！舍利子！汝于大乘已能发起，信解
大乘，尊重大乘。如汝所说，陀罗尼者，非方处、非非方处，非法、非非法，非
过去、非未来、非现在，非事、非非事，非缘、非非缘，非行、非非行，无有法
生，亦无法灭。然为利益诸菩萨故，作如是说。于此陀罗尼功用正道理趣势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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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是诸佛功德，诸佛禁戒，诸佛所学，诸佛秘意，诸佛生处，故名无染着陀
罗尼最妙法门。”
作是语已，舍利子白佛言：“世尊！惟愿善逝为我说此陀罗尼法。若诸菩萨
能安住者，于无上菩提不复退转，成就正愿，得无所依，自性辩才，获希有事，
安住圣道，皆由得此陀罗尼故。”
佛告舍利子：“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有菩萨得此陀罗尼
者，应知是人与佛无异。若有供养、尊重、承事供给此菩萨者，应知即是供养于
佛。舍利子！若有余人闻此陀罗尼，受持读诵生信解者，亦应如是恭敬供养，与
佛无异，以是因缘获无上果。”
尔时世尊即为演说陀罗尼曰：
怛地耶(二合)他(引)删驮(引)啰呢(引)嗢多啰呢(引)苏钵啰(二合)底瑟耻(二合)哆苏驮
啰迷(二合引)苏钵啰(二合)底瑟耻(二合)哆毘逝也跋啰哆(二合)你萨底也(二合)驮啰迷
(二合引)苏(引)阿 (引)鲁(引)迦惹壤(二合引)那 (引)惹(引) 底嗢特波 (二合引)陀你(引)阿

伐陀(引)末底阿毗瑟詫(二合引)你(引)阿毗耶(二合引)嚩(引)驮输婆伐啰(二合)帝(引)
苏你室唎(二合)多薄虎郡惹(引)毗嚩(引)陀娑嚩(二合引)诃(引)

Tadyath2, sa3-dh2ra5e ut-tara5e su-prati=6hita su-dharme, suprati=6hita
ut-p2dane,

vi-jaya
avad2

vartani
maty

satya-dharme,
a-vi=6h2ne,

su-2loka

a-vy2v2dha

j#2na-aj2ty
0ubha-vrate

su-ni0rita bahu ku#ja a-viv2da sv2h2
佛告舍利子：“此无染着陀罗尼句，若有菩萨能善安住，能正受持者，当知
是人若于一劫、若百劫、若千劫、若百千劫，所发正愿无有穷尽，身亦不被刀杖、
毒药、水火、猛兽之所损害。何以故？舍利子！此无染着陀罗尼，是过去诸佛母，
未来诸佛母，现在诸佛母。舍利子！若复有人以十阿僧企耶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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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奉施诸佛，及以上妙衣服、饮食种种供养，经无数劫；若复有人于此陀罗尼，
乃至一句能受持者，所生之福，倍多于彼。何以故？舍利子！此无染着陀罗尼甚
深法门，是诸佛母故。”
时具寿舍利子及诸大众闻是法已，皆大欢喜，咸愿受持。
金光明最胜王经如意宝珠品第十四
尔时，世尊于大众中，告阿难陀曰：“汝等当知，有陀罗尼名如意宝珠，远
离一切灾厄，亦能遮止诸恶雷电，过去如来，应供、正等觉所共宣说。我于今时
于此经中，亦为汝等大众宣说，能于人天为大利益，哀愍世间，拥护一切，令得
安乐。”时诸大众及阿难陀闻佛语已，各各至诚瞻仰世尊，听受神咒。
佛言：“汝等谛听，于此东方有光明电王，名阿揭多；南方有光明电王，名
设羝噜；西方有光明电王，名主多光；北方有光明电王，名苏多末尼。若有善男
子、善女人得闻如是电王名字，及知方处者，此人即便远离一切怖畏之事，及诸
灾横悉皆消殄。若于住处书此四方电王名者，于所住处无雷电怖，亦无灾厄及诸
障恼，非时抂死，悉皆远离。”
尔时世尊即说咒曰：
怛地耶(二合)他(引)你弭你弭你民达嚟(引)特赖(二合)卢(引)枳耶(二合)阿(引)卢(引)
羯你窒哩(二合)输(引)攞波(引)尼啰乞叉(二合)啰乞叉(二合)娑嚩(二合引)诃(引)

Tadyath2, ni-mi ni-mi nimi3-dhare trai-lokya 2-lokani, tri-09lap25i
rak=a rak=a sv2h2.
“我某甲及此住处，一切恐怖所有苦恼雷电霹雳，乃至抂死，悉皆远离，莎
诃。”
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恭敬，白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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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我今亦于佛前，略说如意宝珠神咒，于诸人天为大利益，哀愍世间，拥
护一切，令得安乐，有大威力，所求如意。”即说咒曰：
喃谟(引)啰怛那(二合)怛啰(二合)夜(引)野喃莫阿(引)唎耶(引)嚩路枳帝(引)濕嚩(二合)
囉(引)耶菩(引)提萨埵(引)耶摩诃(引)萨埵(引)耶摩诃(引)迦(引)噜尼迦(引)耶怛地耶
(二合)他(引)喝帝(引)毗喝帝(引)你喝帝(引)钵啰底耶(二合) 唎体计(引)钵啰(二合)底

耶(二合)弥窒嚟 (二合引)戍提(引)目帝(引)毗末丽(引)钵啰 (二合)婆 (引)莎嚩 (二合)嚟
(引)安婆嚟(引)般(引)荼嚟(引)税尾(二合)帝(引)般(引)荼啰嚩(引)悉儞(引)喝嚟(引)建
(引) 多 (引) 嚟 (引) 迦毕隶 (引) 冰揭喇恶乞史 (二合) 达地目企 (引) 啰乞叉 (二合) 啰乞叉
(二合)漫(引)阿写悉他(引)那伽(引)多写萨嚩婆曳(引)弊耶(二合)度企(引)弊瑜(二合引)

耶嚩弥唎(二合)底瑜(二合)萨嚩(引)波誐阐都摩(引)弥(引)钵施延(二合引)都(引)波(引)
波迦萨陀(引)儞底耶(二合)婆利耶(二合引)唎耶(二合引)嚩路枳帝(引)濕嚩(二合)啰摩
诃(引)迦(引)噜尼迦钵啰(二合)婆(引)嚩(引)地瑟体(二合)帝(引)娑嚩(二合引)诃(引)

Namo ratna-tray2ya. Nama 2rya-avalokite0var2ya bodhisattv2ya
mah2sattv2ya mah2-k2ru5ik2ya. Tadyath2, hate vi-hate ni-hate
praty-arthike praty-amitre. _uddhe mukte vi-male prabh2s-vare
ambare

p257are

0vete

p257arav2sin1,

hare

k2nt2re

kapile

pi{gala-ak=i dadhi-mukhi rak=a rak=a m2m, asya sth2na gh2tasya
sarva

bhayebhya`,

apagacchantu

sarva

m2me

du`khebhyo,

pa0y2nto

p2paka,

y2vad
sad2

m4tyu

sarva

nitya

baly

2rya-avalokite0vara mah2-k2ru5ika pra-bh2va adhi=6hite sv2h2.
【 此《聖觀自在菩薩如意珠陀羅尼》出自：
《房山石经》卷十五 】
“我某甲及此住处，一切恐怖所有苦恼，乃至抂死，悉皆远离，愿我莫见罪
恶之事，常蒙圣观自在菩萨大悲威光之所护念，莎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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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时，执金刚秘密主菩萨，即从座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今亦
说陀罗尼咒，名曰无胜，于诸人天为大利益，哀愍世间，拥护一切，有大威力，
所求如愿。”即说咒曰：
怛地耶(二合)他(引)母你母你母你(引)地嚟(二合引)末底末底苏末底摩诃(引)末底呵
呵呵漫婆耶那(引)悉帝(引)娑啰嚩(二合)波(引)跛跋折啰波(引)尼啰(引)汉特唎(二合)
娑嚩(二合引)诃(引)

Tadyath2, muni muni munîdre, mati mati su-mati mah2-mati, ha ha
ha-man, bhaya n20ite, sarva p2pa vajrap25ir 2-han t4` sv2h2.
“世尊！我此神咒名曰无胜拥护，若有男女一心受持，书写读诵，忆念不忘，
我于昼夜，常护是人，于一切恐怖乃至抂死，悉皆远离。”
尔时，索诃世界主梵天王，即从座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亦有
陀罗尼微妙法门，于诸人天为大利益，哀愍世间，拥护一切，有大威力，所求如
愿。”即说咒曰：
怛地耶(二合)他(引)醯哩弥(引)哩地哩娑嚩(二合引)诃(引)跋啰(二合)诃么(二合)部(引)
利跋啰(二合)诃么(二合)末尼跋啰(二合)诃么(二合)揭鞞补涩跛(二合)僧悉怛囇(三合)
娑嚩(二合引)诃(引)

Tadyath2, hiri m1-ri diri sv2h2. Brahma-bh9ri brahma-ma5i brahmagarbhe pu=pa sa3-st4 sv2h2.
“世尊！我此神咒名曰梵治，悉能拥护持是咒者，令离忧恼及诸罪业，乃至
抂死，悉皆远离。”
尔时，帝释天主即从座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亦有陀罗尼，名
跋折罗扇你，是大明咒，能除一切恐怖厄难，乃至抂死，悉皆远离，拔苦与乐，
利益人天。”即说咒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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怛地耶(二合)他(引)毗伽那(二合引)嚩啰拏畔陀呢(引)摩他呢(引)摩尼建塔拘啰毘耶
(二合)乾陀(引)哩旃荼(引)利(引)摩(引)登耆(引)部阇耆(引)舍啰跋啰(引)伽嚩诃啰(引)

娜末那西芸(二合)迦啰达(二合)么嗢多啰摩诃(引)你(引)喇达啰呢(引)斫羯啰(二合)
曼达舍跋隶(引)赛伐隶(引)娑嚩(二合引)诃(引)

Tadyath2,

vighna

2-vara5a

bandhane

mathane;

ma5i-ka56ha

kauravya gandh2ri ca572l1 m2ta{ge bhujage 0arabha r2ghava hr2da
manasvin kardama uttara mah2-n1la dhara5e cakra-manda 0abale
0aivale sv2h2.
尔时，多闻天王、持国天王、增长天王、广目天王俱从座起，合掌恭敬，白
佛言：“世尊！我今亦有神咒，名施一切众生无畏，于诸苦恼常为拥护，令得安
乐，增益寿命，无诸患苦，乃至抂死，悉皆远离。”即说咒曰：
怛地耶(二合)他(引)补涩闭(二合)苏补涩闭(二合)度(引)摩啰(二合)钵唎呵(引)嚟(引)
阿(引)唎耶(二合)钵啰(二合)设悉帝(二合)扇(引)帝涅目帝忙揭隶(引)窣睹(二合)帝(引)
悉哆(二合)毘帝(引)娑嚩(二合引)诃(引)

Tadyath2, pu=pe su-pu=pe dh9mra pari-h2re, 2rya pra-0aste, 02nte
nir-mukte ma{gale, stute stavite sv2h2.
尔时，复有诸大龙王，所谓末那斯龙王、电光龙王、无热池龙王、电舌龙王、
妙光龙王，俱从座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亦有如意宝珠陀罗尼，能
遮恶电，除诸恐怖，能于人天为大利益，哀愍世间，拥护一切，有大威力，所求
如愿，乃至抂死，悉皆远离，一切毒药皆令止息，一切造作蛊道咒术不吉祥事悉
令除灭。我今以此神咒奉献世尊，惟愿哀愍慈悲纳受，当令我等离此龙趣永舍悭
贪。何以故？由此悭贪于生死中受诸苦恼，我等愿断悭贪种子。”即说咒曰：
怛地耶(二合)他(引)阿遮(引)嚟(引)阿末隶(引)阿啰呢(引)恶叉裔(引)阿婆裔(引)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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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二合)钵唎耶(二合)啰梯(二合引)萨嚩跛(引)波钵啰(二合)苫摩你(引)裔(引)娑嚩(二
合引)诃(引)唎耶(二合)般度苏槃泜多(引)耶娑嚩(二合引)诃(引)

Tadyath2, a-c2re a-male ara5e ak=aye a-bhaye pu5ya pary-arthe,
sarva p2pa pra-0aman1ye sv2h2. "rya-bandhu su-pan7it2ya sv2h2.
“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口中说此陀罗尼明咒，或书经卷，受持读诵、
恭敬供养者，终无雷电霹雳，及诸恐怖苦恼忧患，乃至抂死，悉皆远离；所有毒
药蛊魅厌祷，害人虎狼师子毒蛇之类，乃至蚊虻悉不为害。”
尔时，世尊普告大众：“善哉！善哉！此等神咒皆有大力，能随众生心所求
事，悉令圆满，为大利益，除不至心；汝等勿疑。”时诸大众闻佛语已，欢喜信
受。
金光明最胜王经大辩才天女品第十五之一
尔时大辩才天女于大众中，即从座起，顶礼佛足，白佛言：“世尊！若有法
师，说是《金光明最胜王经》者，我当益其智慧，具足庄严言说之辩；若彼法师
于此经中文字句义所有忘失，皆令忆持，能善开悟，复与陀罗尼总持无碍。又此
《金光明最胜王经》，为彼有情已于百千佛所种诸善根常受持者，于赡部洲广行
流布，不速隐没。复令无量有情闻是经典，皆得不可思议捷利辩才无尽大慧，善
解众论及诸伎术，能出生死，速趣无上正等菩提，于现世中增益寿命，资身之具
悉令圆满。世尊！我当为彼持经法师及余有情，于此经典乐听闻者，说其咒药洗
浴之法。彼人所有恶星灾变与初生时星属相违，疫病之苦、斗诤战阵、恶梦鬼神、
蛊毒厌魅、咒术起尸，如是诸恶为障难者，悉令除灭。诸有智者应作如是洗浴之
法，当取香药三十二味，所谓：
菖蒲【跋者-vac2 】、牛黄【瞿卢折娜-go-rocan2 】、苜蓿香【塞毕力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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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eph2lik2】
、麝香【莫诃婆伽-mah2-bh2g2, m4ga-mada】、雄黄【末曩尸
攞-mana`-0ila】
、
合昏树【尸利洒-0ir1=a】
、白及【因达啰喝悉哆-indra-hasta】、
芎 藭 【寫莫 迦-0y2maka 】、 枸 杞 根【苫 弭-0am1 】、松 脂 【室利 薜 瑟得 迦
-0r1-ve=6aka】
、桂皮【咄者-tvaca】
、香附子【目窣哆-musta】
、沉香【恶揭
噜-agaru】
、栴檀【栴檀娜-candana】
、零凌香【多揭罗-tagara】
、丁香【剌
挽伽-lava{ga】
、郁金【恭矩么-ku{kuma】
、婆律膏【揭罗娑-k2l2nus2rya】、
苇香【捺剌柁-narada】
、雌黄【harit2la】
、细豆蔻【苏泣迷罗-s9k=mail2, el2,

dr2mi71】、甘松【乾陀蛮斯-gandha-m23s1】、藿香【钵怛罗-pattra】、茅根
香【嗢尸罗-u01ra】
、叱脂【萨洛计-0allak1-香木】
、艾纳【世黎也-0aileya】
、
安息香【窭具攞-gulgulu】、芥子【萨利洒跛-sar=apa, r2jik2】、马芹【计罗
迦 -j1raka 】、 龙 花 须 【 那 伽 鸡 萨 罗 -n2ga-ke0ara 】、 白 胶 香 【 萨 折 罗 萨
-sarja-rasa】
、青木香【矩瑟侘-ku=6ha】皆等分，以布洒星日，一处捣筛，取
其香末，当以此咒，咒一百八遍。咒曰：
怛地耶(二合)他(引)苏讫栗(二合)帝(引)讫栗(二合)帝(引)讫栗(二合)帝(引)迦啰
曼(二合)怛里(二合)缮俱羯(引)利帝(引)诃(引)那羯喇帝因达啰阇利腻铄羯啰(二合)
帝惹钵设耶(二合)底阿伐底羯细(引)计隶舍矩睹(引)矩吒(引)脚迦鼻囇(引)迦鼻(引)
袜多迦鼻攞利史(二合)迦鼻攞惹吒尸(引)攞袜底那(引)底度(引)啰末(引)底哩(二合)
波嚩底(引)畔度嚟(引)室利(二合引)室利(二合引)萨底耶(二合)悉体(二合)帝(引)娑嚩
(二合引)诃(引)

Tadyath2, su-k4te k4te, k4te karman tri-0a{ku k2rite, h2na k2late
indra-j2lin, 0akra-teja` pa0yati 2vati kase, kle0a ku66o ku662ka, kapile
kap1vat kapilar=i kapila-ja6a 01lavati, nâti-d9ra m2t4-parvat1 bandure
0r1 0r1 satya-sthite sv2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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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乐如法洗浴时， 应作坛场方八肘； 可于寂静安隐处， 念所求事不离心。
应涂牛粪作其坛， 于上普散诸花彩； 当以净洁金银器， 盛满美味并乳蜜。
于彼坛场四门所， 四人守护法如常； 令四童子好严身， 各于一角持瓶水。
于此常烧安息香， 五音之乐声不绝； 幡盖庄严悬缯彩， 安在坛场之四边。
复于场内置明镜， 利刀兼箭各四枚； 于坛中心埋大盆， 应以漏版安其上。
用前香末以和汤， 亦复安在于坛内； 既作如斯布置已， 然后诵咒结其坛。
结界咒曰：
怛地耶(二合)他(引)阿(引)喇洒(引)娜(引)也计(引)呬栗(二合)弭利祇利(二合)脦佉(引)
企隶(引)娑嚩(二合引)诃(引)

Tadyath2, 2-rak=2 d2yak1, h4 mi-ri g4ddhe kh2d khile sv2h2
如是结界已，

方入于坛内；

咒水三七遍，

散洒于四方。

次可咒香汤，

满一百八遍；

四边安幔障，

然后洗浴身。

咒水咒汤咒曰：
怛地耶(二合)他(引)索(引)迦(引)啰帝(二合引)尾誐帝(引)尾誐(引)荼嚩底娑嚩(二合引)
诃(引)

Tadyath2, 0ok2rte vi-gate vi-g27havati sv2h2.
“若洗浴讫，其洗浴汤及坛场中供养饮食弃河池内，余皆收摄。如是浴已，
方着净衣，既出坛场，入净室内。咒师教其发弘誓愿，永断众恶，常修诸善，于
诸有情兴大悲心，以是因缘当获无量随心福报。”
复说颂曰：
若有病苦诸众生， 种种方药治不差； 若依如是洗浴法， 并复读诵斯经典。
常于日夜念不散， 专想殷勤生信心； 所有患苦尽消除， 解脱贫穷足财宝。
四方星辰及日月， 威神拥护得延年； 吉祥安隐福德增， 灾变厄难皆除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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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诵护身咒三七遍。咒曰：
怛地耶(二合)他(引)舍谜毗洒谜(引)娑嚩(二合引)诃(引)索(引)迦(引)啰帝(二合)毗誐
帝娑嚩(二合引)诃(引)毗誐(引)荼嚩底娑嚩(二合引)诃(引)娑誐啰三步(引)多(引)也娑
嚩(二合引)诃(引)塞建陀摩(引)多(引)也娑嚩(二合引)诃(引)儞(引)攞建佗(引)也娑嚩
(二合引)诃(引)阿钵啰(引)及哆毗(引)利耶(引)也娑嚩(二合引)诃(引)呬摩袜哆三部(引)

多(引)也娑嚩(二合引)诃(引)阿你弥洒呢(引)怛啰(引)也娑嚩(二合引)诃(引)喃谟薄伽
伐都(引)跋啰(二合)诃摩(二合引)耶娑嚩(二合引)诃(引)喃莫萨啰苏袜(二合)底(引)摩
诃(引)提(引)尾(引)曳(引)娑嚩(二合引)诃(引)怛啰(二合引)都(引)尾耶(二合引)地哆跋
啰(二合)诃摩(二合引)奴末都(引)娑嚩(二合引)诃(引)悉甸都弥(引)曼怛啰(二合)钵娜
(引)娑嚩(二合引)诃(引)

Tadyath2, 0ame vi=ame sv2h2. _ok2rte vi-gate sv2h2. Vi-g27havati
sv2h2.

Sagara-sa3bh9t2ya

sv2h2.

Skanda-m2t2ya

sv2h2.

N1laka56h2ya sv2h2. Apar2jita-v1ry2ya sv2h2. Himavat-sa3bh9t2ya
sv2h2. Animi=a-netr2ya sv2h2. Namo bhagavato brahm2ya sv2h2.
Nama` sarasvat1 mah2-dev1ye sv2h2. Tr2to vy2dhita brahmaanumato sv2h2. Sidhyantu me mantra-pad2 sv2h2.
尔时，大辩才天女说洗浴法坛场咒已，前礼佛足，白佛言：“世尊！若有苾
刍、苾刍尼、邬波索迦、邬波斯迦，受持读诵、书写流布是妙经王，如说行者，
若在城邑聚落、旷野山林、僧尼住处，我为是人将诸眷属作天伎乐，来诣其所而
为拥护，除诸病苦、流星变怪、疫疾斗诤、王法所拘、恶梦恶神为障碍者，蛊道
厌术悉皆除殄，饶益是等持经之人。苾刍等众及诸听者，皆令速渡生死大海，不
退菩提。”
尔时，世尊闻是说已，赞辩才天女言：“善哉！善哉！天女！汝能安乐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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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量无边有情，说此神咒及以香水坛场法式，果报难思。汝当拥护最胜经王，勿
令隐没，常得流通。”尔时，大辩才天女礼佛足已，还复本座。
尔时，法师授记憍陈如婆罗门，承佛威力，于大众前赞请辩才天女曰：
聪明勇进辩才天， 人天供养悉应受； 名闻世间遍充满， 能与一切众生愿。
依高山顶胜住处， 葺茅为室在中居； 恒结软草以为衣， 在处常翘于一足。
诸天大众皆来集， 咸同一心申赞请； 惟愿智慧辩才天， 以妙言词施一切。
尔时，辩才天女即便受请，为说咒曰：
怛地耶(二合)他(引)苏囇(引)袜嚟(引)阿啰揭(引)阿啰折母啰底(二合)悉佉(引)婆啰拏
馨估隶(引)冰伽隶(引)摩迦啰伐底鸯儗啰斯末(二合)唎(引)只苏末(引)底唎(二合)毗
奢(引)攞末底阿近唎(二合引)莽伽唎(引)怛(引)唎尼(引)只怛啰(二合)者伐底质哩质
哩质只嚟(引)室里蜜里曳(二合引)嚩啰地(二合)昙阿唎只(二合)婆啰拏毕唎(二合)裔
卢迦逝瑟耻卢迦失囇瑟耻卢迦毕唎(二合)裔悉驮跋啰(二合)帝(引)毗摩攞目企(引)
输只折嚟(引)阿钵喇(二合)底摩那阿钵喇(二合)底喝哆勃地帝(引)南母只(引)南母只
(引)摩诃(引)提(引)吠(引)钵喇底近唎恨尼(引)那摩塞迦(二合引)啰摩摩达哩奢(二合)

呬勃地阿钵喇 (二合)底喝哆婆嚩都积诃嚩 (二合)谜 (引)悉弥唎 (二合)甸都毗输侄耶
(二合)睹舍 (引) 悉怛啰 (三合) 输路(二合引) 迦曼怛啰 (二合) 毕得迦嚩 (引) 计耶 (二合) 迦
(引)尾耶(二合引)地数怛地耶(二合)他(引)摩诃(引)钵喇(二合)婆尾(引)呬里蜜里曳(二
合引)呬里蜜里曳 (二合引)毗折 (引) 喇都谜 (引)勃地摩耶勃地输提薄伽伐点 (引) 提毗

耶(二合引)萨罗苏袜(二合)点(引)阿奴婆(引)尾那陀(引)耶计(引)萨啰苏袜(二合引)底
(引)呬里蜜里曳 (二合引)呬里蜜里曳(二合引)阿 (引) 嚩(引)诃耶 (引) 弥摩诃 (引) 提(引)

吠(引)勃陀萨帝曳(二合引)那达摩萨帝曳(二合引)那僧伽萨帝曳(二合引)那因达啰萨
帝曳(二合引)那嚩噜拏萨帝曳(二合引)那裔(引)卢计(引)萨底耶(二合)嚩提(引)那帝(引)
钐(引)萨帝曳(二合引)那萨底耶(二合)嚩者那阿(引)嚩(引)诃耶(引)弥摩诃(引)提(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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吠(引)呬里蜜里曳(二合引)呬里蜜里曳(二合引)毗折(引)喇都弥(引)喃谟(引)薄伽伐底
(引)摩诃(引) 萨啰苏袜 (二合)底 (引) 提(引) 吠 (引)曳 (引) 悉甸都曼怛啰 (二合) 钵娜(引)

娑嚩(二合引)诃(引)

Tadyath2, sur1 vare, a-raje a-raja murti, 0ikh2bhara5a hi{gule pi{gale
makaravati, a{giras mar1ci su-m2t4 vi02la-mati, agr1 ma{gal1 t2ri51,
citra javati ciri ciri, cit ci-re 0iri milye vardhitam arjin bhara5a priye,
loka-jye=6he loka-0re=6he loka-priye, siddha vrate vi-mala mukhe
0uci-care, a-pratimana apratihata-buddhite, nam ucc1 nam ucc1
mah2-dev1 prati-g4h51, namas-k2ra mama dar0a hi, buddhir
a-pratihata bhavatu jihva me, sm4tyantu vi-0udhyatu 02stra 0loka
mantra-pi6aka v2kya k2vya 2-ditsu. Tadyath2, mah2-prabh2ve h4
milye

h4

milye

vi-c2ratu

me,

buddhimaya

buddhi

0uddhe,

bhagavaty23 devy2 sarasvaty2m anu-bh2vena d2yake sarasvat1,
h4 milye h4 milye 2-v2hay2mi mah2-dev1. Buddha-satyena, dharmasatyena, sa3gha-satyena, indra-satyena, varu5a-satyena, ye loke
satya v2dena, te=23 satyena satya vacana 2-v2hay2mi mah2-dev1,
h4 milye h4 milye vi-c2ratu me. Namo bhagavat1 mah2-sarasvat1dev1ye. Sidhyantu me mantra-pad2 sv2h2.
尔时，辩才天女说是咒已，告婆罗门言：“善哉！大士！能为众生求妙辩才
及诸珍宝神通智慧，广利一切，速证菩提，如是应知受持法式。”即说颂曰：
先可诵此陀罗尼， 令使纯熟无谬失， 归敬三宝诸天众， 请求加护愿随心。
敬礼诸佛及法宝， 菩萨独觉声闻众， 次礼梵王并帝释， 及护世者四天王，
一切常修梵行人， 悉可至诚殷重敬。 可于寂静兰若处， 大声诵前咒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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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佛像天龙前， 随其所有修供养。 于彼一切众生类， 发起慈悲哀愍心；
世尊妙相紫金身， 系想正念心无乱。 世尊护念说教法， 随彼根机令习定；
于其句义善思惟， 复依空性而修习。 应在世尊形像前， 一心正念而安坐；
即得妙智三摩地， 并获最胜陀罗尼。 如来金口演说法， 妙响调伏诸人天；
舌相随缘现希有， 广长能覆三千界。 如是诸佛妙音声， 至诚忆念心无畏；
诸佛皆由发弘愿， 得此舌相不思议。 宣说诸法皆非有， 譬如虚空无所著；
诸佛音声及舌相， 系念思量愿圆满。 若见供养辩才天， 或见弟子随师教；
授此秘法令修学， 尊重随心皆得成。 若人欲得最上智， 应当一心持此法；
增长福智诸功德， 必定成就勿生疑。 若求财者得多财， 求名称者获名称，
求出离者得解脱， 必定成就勿生疑。 无量无边诸功德， 随其内心之所愿；
若能如是依行者， 必得成就勿生疑。 当于净处着净衣， 应作坛场随大小；
以四净瓶盛美味， 香花供养可随时。 悬诸缯彩并幡盖， 涂香末香遍严饰；
供养佛及辩才天， 求见天身皆遂愿。 应三七日诵前咒， 可对大辩天神前；
若其不见此天神， 应更用心经九日。 于后夜中犹不见， 更求清净胜妙处；
如法应画辩才天， 供养诵持心无舍。 昼夜不生于懈怠， 自利利他无穷尽；
所获果报施群生， 于所求愿皆成就。 若不遂意经三月， 六月九月或一年；
殷勤求请心不移，

天眼他心皆悉得。

尔时，憍陈如婆罗门闻是说已，欢喜踊跃，叹未曾有，告诸大众，作如是言：
“汝等人天一切大众，如是当知，皆一心听，我今更欲依世谛法赞彼胜妙辩才天
女。”即说颂曰：
敬礼天女那罗延， 于世界中得自在； 我今赞叹彼尊者， 皆如往昔仙人说。
吉祥成就心安隐， 聪明惭愧有名闻； 为母能生于世间， 勇猛常行大精进。
于军阵处战恒胜， 长养调伏心慈忍； 现为阎罗之长姊， 常着青色野蚕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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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丑容仪皆具有， 眼目能令见者怖； 无量胜行超世间， 归信之人咸摄受。
或在山岩深险处， 或居坎窟及河边； 或在大树诸丛林， 天女多依此中住。
假使山林野人辈， 亦常供养于天女； 以孔雀羽作幡旗， 于一切时常护世。
师子虎狼恒围绕， 牛羊鸡等亦相依； 振大铃铎出音声， 频陀山众皆闻响。
或执三戟头圆髻， 左右恒持日月旗； 黑月九日十一日， 于此时中当供养。
或现婆苏大天女， 见有斗战心常愍； 观察一切有情中， 天女最胜无过者。
权现牧牛欢喜女， 与天战时常得胜； 能久安住于世间， 亦为和忍及暴恶。
大婆罗门四明法， 幻化咒等悉皆通； 于天仙中得自在， 能为种子及大地。
诸天女等集会时， 如大海潮必来应； 于诸龙神药叉众， 咸为上首能调伏。
于诸女中最梵行， 出言犹如世间主； 于王住处如莲华， 若在河津喻桥筏。
面貌犹如盛满月， 具足多闻作依处； 辩才胜出若高峰， 念者皆与为洲渚。
阿苏罗等诸天众， 咸共称赞其功德； 乃至千眼帝释主， 以殷重心而观察。
众生若有悕求事， 悉能令彼速得成； 亦令聪辩具闻持， 于大地中为第一。
于此十方世界中， 如大灯明常普照； 乃至神鬼诸禽兽， 咸皆遂彼所求心。
于诸女中若山峰， 同昔仙人久住世； 如少女天常离欲， 实语犹如大世主。
普见世间差别类， 乃至欲界诸天宫； 唯有天女独称尊， 不见有情能胜者。
若于战阵恐怖处， 或见堕在火坑中； 河津险难贼盗时， 悉能令彼除怖畏。
或被王法所枷缚， 或为怨仇行杀害； 若能专注心不移， 决定解脱诸忧苦。
于善恶人皆拥护， 慈悲愍念常现前； 是故我以至诚心， 稽首归依大天女。
尔时，婆罗门复以咒赞天女曰：
敬礼敬礼世间尊， 于诸母中最为胜； 三种世间咸供养， 面貌容仪人乐观。
种种妙德以严身， 目如修广青莲叶； 福智光明名称满， 譬如无价末尼珠。
我今赞叹最胜者， 悉能成办所求心； 真实功德妙吉祥， 譬如莲花极清净。
— 79 —

身色端严皆乐见， 众相希有不思议； 能放无垢智光明， 于诸念中为最胜。
犹如师子兽中上， 常以八臂自庄严； 各持弓箭刀槊斧， 长杵铁轮并罥索。
端正乐见如满月， 言词无滞出和音； 若有众生心愿求， 善事随念令圆满。
帝释诸天咸供养， 皆共称赞可归依； 众德能生不思议， 一切时中起恭敬。
莎诃(以上咒赞，若持咒时，应先诵之)
若欲祈请辩才天， 依此咒赞言词句； 晨朝清净至诚诵， 于所求事悉随心。
尔时，佛告婆罗门：“善哉！善哉！汝能如是利益众生，施与安乐，赞彼天
女，请求加护，获福无边。”
【此品咒法有略有广，或开或合，前后不同，梵本既多，但依一译，后勘者知之】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七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八
大唐三藏沙门义净奉

制译

大辩才天女品第十五之二
尔时，憍陈如婆罗门说上赞叹及咒赞法赞辩才天女已，告诸大众：“仁等若
欲请辩才天女哀愍加护，于现世中得无碍辩，聪明大智，巧妙言词，博综奇才，
论议文饰，随意成就无疑滞者，应当如是至诚殷重而请召言：
“喃谟佛陀也！喃谟达摩也！喃莫僧伽也！南谟诸菩萨众、独觉、声闻一切
贤圣！过去现在十方诸佛，悉皆已习真实之语，能随顺说当机实语，无虚诳语，
已于无量俱胝大劫常说实语，有实语者悉皆随喜；以不妄语故，出广长舌能覆于
面，覆赡部洲及四天下，能覆一千、二千、三千世界，普覆十方世界，圆满周遍，
不可思议，能除一切烦恼炎热。敬礼敬礼一切诸佛如是舌相，愿我某甲皆得成就
微妙辩才，至心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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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礼诸佛妙辩才， 诸大菩萨妙辩才， 独觉圣者妙辩才， 四向四果妙辩才，
四圣谛语妙辩才， 正行正见妙辩才， 梵众诸仙妙辩才， 大天乌摩妙辩才，
塞建陀天妙辩才， 摩那斯王妙辩才， 聪明夜天妙辩才， 四大天王妙辩才，
善住天子妙辩才， 金刚密主妙辩才， 吠率怒天妙辩才， 毗摩天女妙辩才，
侍数天神妙辩才， 室唎天女妙辩才， 室唎末多妙辩才， 醯哩言词妙辩才，
诸母大母妙辩才， 诃哩底母妙辩才， 诸药叉神妙辩才， 十方诸王妙辩才，
所有胜业资助我，

令得无穷妙辩才。

敬礼无欺诳，

敬礼解脱者，

敬礼离欲人，

敬礼舍缠盖，

敬礼心清净，

敬礼光明者，

敬礼真实语，

敬礼无尘习，

敬礼住胜义，

敬礼大众主，

敬礼辩才天，

令我词无碍。

愿我所求事，

皆悉速成就；

无病常安隐，

寿命得延长。

善解诸明咒，

勤修菩提道；

广饶益群生，

求心愿早遂。

我说真实语，

我说无诳语；

天女妙辩才，

令我得成就。

惟愿天女来，

令我语无滞；

速入身口内，

聪明足辩才。

愿令我舌根，

当得如来辩；

由彼语威力，

调伏诸众生。

我所出语时，

随事皆成就；

闻者生恭敬，

所作不唐捐。

若我求辩才，

事不成就者；

天女之实语，

皆悉成虚妄。

有作无间罪，

佛语令调伏；

及以阿罗汉，

所有报恩语。

舍利子目连，

世尊众第一；

斯等真实语，

愿我皆成就。

我今皆召请，

佛之声闻众，

皆愿速来至，

成就我求心，

所求真实语，

皆愿无虚诳。

上从色究竟，

及以净居天，

大梵及梵辅，

一切梵王众，

乃至遍三千，

索诃世界主，

并及诸眷属，

我今皆请召；

惟愿降慈悲，

哀怜同摄受。

他化自在天，

及以乐变化；

睹史多天众，

慈氏当成佛。

夜摩诸天众，

及三十三天；

四大王众天，

一切诸天众。

地水火风神，

依妙高山住；

七海山神众，

所有诸眷属。

满财及五顶，

日月诸星辰；

如是诸天众，

令世间安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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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等诸天神，

不乐作罪业；

敬礼鬼子母，

及最小爱儿。

天龙药叉众，

乾闼阿苏罗，

及以紧那罗，

莫呼洛伽等。

我以世尊力，

悉皆申请召；

愿降慈悲心，

与我无碍辩。

一切人天众，

能了他心者；

皆愿加神力，

与我妙辩才。

乃至尽虚空，

周遍于法界；

所有含生类，

与我妙辩才。

尔时，辩才天女闻是请已，告婆罗门言：“善哉！大士！若有男子女人能依
如是咒及咒赞，如前所说受持法式，归敬三宝，虔心正念，于所求事，皆不唐捐，
兼复受持读诵此《金光明》微妙经典，所愿求者，无不果遂，速得成就，除不至
心。”时婆罗门，深心欢喜，合掌顶受。
尔时，佛告辩才天女：“善哉！善哉！善女天！汝能流布是妙经王，拥护所
有受持经者，及能利益一切众生，令得安乐，说如是法，施与辩才不可思议，得
福无量，诸发心者速趣菩提。”
金光明最胜王经大吉祥天女品第十六
尔时，大吉祥天女即从座起，前礼佛足，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若
见有苾刍、苾刍尼、邬波索迦、邬波斯迦，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是《金光明最胜
王经》者，我当专心恭敬供养此等法师，所谓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及余一
切所须资具，皆令圆满无有乏少。若昼若夜于此经王所有句义，观察思量，安乐
而住，令此经典于赡部洲广行流布，为彼有情已于无量百千佛所种善根者，常使
得闻，不速隐没。复于无量百千亿劫，当受人天种种胜乐，常得丰稔，永除饥馑，
一切有情恒受安乐，亦得值遇诸佛世尊，于未来世速证无上大菩提果，永绝三涂
轮回苦难。世尊！我念过去有琉璃金山宝花光照吉祥功德海如来．应．正等觉，
十号具足，我于彼所种诸善根，由彼如来慈悲愍念威神力故，令我今日随所念处、
随所视方、随所至国，能令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快乐，乃至所须衣服饮食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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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具，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虎珀、真珠等宝悉令充足；若复有人至
心读诵是《金光明最胜王经》，亦当日日烧众名香及诸妙花，为我供养彼琉璃金
山宝花光照吉祥功德海如来．应．正等觉，复当每日于三时中称念我名，别以香
花及诸美食供养于我，亦常听受此妙经王，得如是福。”而说颂曰：
由能如是持经故， 自身眷属离诸衰； 所须衣食无乏时， 威光寿命难穷尽。
能令地味常增长， 诸天降雨随时节； 令诸天众咸欢悦， 及以园林谷果神。
丛林果树并滋荣， 所有苗稼咸成就； 欲求珍财皆满愿， 随所念者遂其心。
佛告大吉祥天女：“善哉！善哉！汝能如是忆念昔因，报恩供养，利益安乐
无边众生，流布是经，功德无尽。”
金光明最胜王经大吉祥天女增长财物品第十七
尔时，大吉祥天女复白佛言：“世尊！北方薜室罗袜拏天王城名有财，去城
不远，有园名曰妙华福光，中有胜殿，七宝所成。世尊！我常住彼。若复有人欲
求五谷日日增多、仓库盈溢者，应当发起敬信之心，净治一室，瞿摩涂地，应画
我像，种种璎珞周匝庄严；当洗浴身，着净衣服，涂以名香，入净室内，发心为
我每日三时称彼佛名及此经名号而申礼敬：‘南谟琉璃金山宝花光照吉祥功德海
如来！’持诸香花及以种种甘美饮食，至心奉献，亦以香花及诸饮食供养我像；
复持饮食，散掷余方，施诸神等，实言邀请大吉祥天，发所求愿：‘若如所言是
不虚者，于我所请，勿令空尔。’于时吉祥天女，知是事已，便生愍念，令其宅
中财谷增长。即当诵咒请召于我，先称佛名及菩萨名字，一心敬礼：
“喃谟一切十方三世诸佛【Namo da0asu-dik=u try-adhva sarve=23

tath2gat2n23】喃谟宝髻佛【Namo ratna-0ikhin-tath2gat2ya】喃谟无垢
光明宝幢佛【Namo vimala-prabh2sa-ratna-ketu-tath2gat2ya】喃谟金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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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佛【Nama` suvar5a-dhvaja-prabh2sa-tath2gat2ya】喃谟百金光藏佛

【Nama` 0ata-suvar5a-prabh2sa-garbha-tath2gat2ya】喃谟金盖宝积佛
【 Nama` suvar5a-chattra-ratn2kara-tath2gat2ya 】 喃 谟 金 花 光 幢 佛
【Nama` suvar5a-pu=pa-jvala-ra0mi-ketu-tath2gat2ya】喃谟大灯光佛
【Namo mah2-prad1pa-tath2gat2ya】喃谟大宝幢佛【Namo mah2-ratnaketu-tath2gat2ya 】 喃 谟 东 方 不 动 佛 【 Nama` purast2t ak=obhyatath2gat2ya】喃谟南方宝幢佛【Namo dak=i5a ratna-ketu-tath2gat2ya】
喃谟西方无量寿佛【Nama` pa0cima amit2yus-tath2gat2ya】喃谟北方天
鼓音王佛 【Namo uttara dundhubhi-svara-tath2gat2ya】 喃谟妙幢菩萨

【Namo rucira-ketu-bodhisattv2ya】喃谟金光菩萨【Nama` suvar5aprabh2sa-bodhisattv2ya 】 喃 谟 金 藏 菩 萨 【 Nama` suvar5a-garbhabodhisattv2ya】南谟常啼菩萨【Nama` sad2-prarudita-bodhisattv2ya】
喃 谟 法 上 菩 萨 【 Namo dharmod-gata-bodhisattv2ya 】 喃 谟 善 安 菩 萨

【Nama` su-pratisthita-bodhisattv2ya】
“敬礼如是佛菩萨已，次当诵咒请召我大吉祥天女，由此咒力，所求之事皆
得成就。”即说咒曰：
喃莫室唎(引)摩诃(引)提(引)吠(引)裔(引)怛地耶(二合)他(引)钵唎布啰拏折(引)囇(引)
三曼多达喇设(二合)呢(引)摩诃(引)毗诃啰揭帝(引)三曼哆毗昙(引)摩尼摩诃(引)迦
(引)哩也(二合)钵喇(二合)底瑟侘(二合)钵呢萨嚩阿喇(二合)他娑(引)弹呢(引)苏钵喇
(二合)底晡囇阿耶娜达摩帝(引)摩诃(引)毗俱毗帝(引)摩诃(引)迷底利(二合)邬波僧

呬帝(引)摩诃(引)颉唎(二合)势(引)苏僧仡哩(二合)呬(引)帝(引)三曼多頞喇他(二合)
阿奴波(引)喇呢(引)娑嚩(二合引)诃(引)

Nama` 0r1 mah2-dev1ye. Tadyath2, pari-p9ra52 c2re sam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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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0ane, mah2 vih2ra-gate samanta vi-d23 ma5i, mah2-k2rya
prati-=6h2pane, sarva-artha s2dhane, su prati-p9ri ayatna dharmate.
Mah2 vi-kurvite, mah2-maitry upa-sa3hite, mah2-kle0e su sa3g4h1te, samanta-artha anu-p2lane sv2h2.
“世尊！若人诵持如是神咒请召我时，我闻请已，即至其所，令愿得遂。世
尊！是灌顶法句，定成就句，真实之句，无虚诳句，是平等行，于诸众生是正善
根。若有受持读诵咒者，应七日七夜受八支戒，于晨朝时先嚼齿木净澡漱已，及
于晡后香花供养一切诸佛，自陈其罪。当为己身及诸含识回向发愿，令所悕求速
得成就。净治一室，或在空闲阿兰若处，瞿摩为坛，烧栴檀香，而为供养。置一
胜座，幡盖庄严，以诸名花布列坛内，应当至心诵持前咒，悕望我至。我于尔时
即便护念观察是人，来入其室，就座而坐，受其供养。从是以后，当令彼人于睡
梦中得见于我，随所求事以实告知。若聚落空泽及僧住处，随所求者，皆令圆满，
金银财宝、牛羊谷麦、饮食衣服，皆得随心受诸快乐。既得如是胜妙果报，当以
上分供养三宝，及施于我，广修法会，设诸饮食，布列香花。既供养已，所有供
养货之取直，复为供养。我当终身常住于此，拥护是人，令无阙乏，随所悕求，
悉皆称意。亦当时时给济贫乏，不应悭惜，独为己身。常读是经，供养不绝，当
以此福普施一切，回向菩提，愿出生死，速得解脱。”
尔时，世尊赞言：“善哉！吉祥天女！汝能如是流布此经，不可思议，自他
俱益。”
金光明最胜王经坚牢地神品第十八
尔时，坚牢地神即于众中，从座而起，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是《金
光明最胜王经》，若现在世，若未来世，若在城邑聚落、王宫楼观，及阿兰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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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泽空林，有此经王流布之处，世尊！我当往诣其所，供养恭敬拥护流通。若有
方处为说法师敷置高座演说经者，我以神力不现本身，在于座所，顶戴其足；我
得闻法，深心欢喜，得餐法味，增益威光，庆悦无量。自身既得如是利益，亦令
大地深十六万八千逾缮那，至金刚轮际，令其地味悉皆增益，乃至四海所有土地，
亦使肥浓田畴沃壤倍胜常日。亦复令此赡部洲中江河池沼，所有诸树药草丛林，
种种花果根茎枝叶及诸苗稼，形相可爱，众所乐观，色香具足，皆堪受用。若诸
有情受用如是胜饮食已，长命色力，诸根安隐，增益光辉，无诸痛恼，心慧勇健，
无不堪能。又此大地凡有所须，百千事业悉皆周备。世尊！以是因缘，诸赡部洲
安隐丰乐，人民炽盛，无诸衰恼，所有众生皆受安乐。既受如是身心快乐，于此
经王深加爱敬，所在之处皆愿受持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又复于彼说法大师法座
之处，悉皆往彼，为诸众生劝请说是最胜经王。何以故？世尊！由说此经，我之
自身并诸眷属咸蒙利益，光辉气力，勇猛威势，颜容端正，倍胜于常。世尊！我
坚牢地神蒙法味已，令赡部洲纵广七千逾缮那地，皆悉沃壤乃至如前，所有众生
皆受安乐。是故，世尊！时彼众生为报我恩，应作是念：‘我当必定听受是经，
恭敬供养，尊重赞叹。’作是念已，即从住处城邑聚落、舍宅空地，诣法会所，
顶礼法师，听受是经。既听受已，各还本处，心生庆喜，共作是言：‘我等今者
得闻甚深无上妙法，即是摄受不可思议功德之聚，由经力故，我等当值无量无边
百千俱胝那庾多佛，承事供养，永离三涂极苦之处，复于来世百千生中，常生天
上，及在人间受诸胜乐。’时彼诸人各还本处，为诸人众说是经王，若一喻、一
品、一昔因缘、一如来名、一菩萨名、一四句颂、或复一句，为诸众生说是经典，
乃至首题名字。世尊！随诸众生所住之处，其地悉皆沃壤肥浓，过于余处。凡是
土地所生之物，悉得增长滋茂广大，令诸众生受于快乐，多饶珍财，好行惠施，
心常坚固，深信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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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语已，尔时，世尊告坚牢地神曰：“若有众生，闻是《金光明》最胜经
王乃至一句，命终之后，当得往生三十三天及余天处。若有众生为欲供养是经王
故，庄严宅宇，乃至张一伞盖、悬一缯幡，由是因缘，六天之上，如念受生，七
宝妙宫，随意受用，各各自然有七千天女，共相娱乐，日夜常受不可思议殊胜之
乐。”
作是语已，尔时，坚牢地神白佛言：“世尊！以是因缘，若有四众，升于法
座，说是法时，我当昼夜拥护是人，自隐其身在于座所，顶戴其足。世尊！如是
经典为彼众生，已于百千佛所种善根者，于赡部洲流布不灭。是诸众生听斯经者，
于未来世无量百千俱胝那庾多劫，天上人中常受胜乐，得遇诸佛，速成阿耨多罗
三藐三菩提，不历三涂生死之苦。”
尔时，坚牢地神白佛言：“世尊！我有心咒，能利人天，安乐一切，若有男
子、女人，及诸四众，欲得亲见我真身者，应当至心持此陀罗尼，随其所愿，皆
悉遂心，所谓资财珍宝伏藏，及求神通，长年妙药并疗众病，降伏怨敌，制诸异
论。当于净室安置道场，洗浴身已，着鲜洁衣，踞草座上，于有舍利尊像之前，
或有舍利制底之所，烧香散花，饮食供养。于白月八日布洒星合，即可诵此请召
之咒：
怛地耶(二合)他(引)阿(引)伽车阿(引)伽车地里(二合)荼(引)畢利体尾 (引)提(引)嚩多
(引)阿(引)嚩(引)诃阿(引)嚩(引)诃嚩舍嚩舍娑嚩(二合引)诃(引)

Tadyath2, 2-gaccha 2-gaccha d47h2-p4thiv1-devat2 2-v2ha 2-v2ha
va0a va0a sv2h2.
“世尊！此之神咒，若有四众，诵一百八遍请召于我，我为是人即来赴请。
又复，世尊！若有众生欲得见我现身共语者，亦应如前安置法式，诵此神咒：
怛地耶(二合)他(引)阿(引)折(引)呢(引)颉刹(二合)呢(引)达哩啥(二合引)呢(引)阿(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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嚩(引)呬(引)迦(引)俱噜伐(引)遮迦娑嚩(二合引)诃(引)

Tadyath2, 2-j2ne k=a5e dar0ane, 2-v2hik2 kuru v2caka sv2h2.
“世尊！若人持此咒时，应诵一百八遍，并诵前咒，我必现身，随其所愿，悉
得成就，终不虚然。若欲诵此咒时，先诵护身咒曰：
怛地耶 (二合)他(引)你室里多末(引)啰洒(二合)建(引)底捺帝俱致勃(引)底勃(引)波
(引)隶(引)婢(引)帝(引)矩遮啰佉啰嚩(二合)只里(二合引)娑嚩(二合引)诃(引)

Tadyath2, ni-0rita m2r=a k2nti, datte ko6i bh9ti bh9-p2le, bh1te ku-cara
kharva j} sv2h2.
“世尊！诵此咒时，取五色线，诵咒二十一遍，作二十一结，系在左臂肘后，
即便护身，无有所惧。若有至心诵此咒者，所求必遂，我不妄语，我以佛法僧宝
而为要契证知是实。”
尔时，世尊告地神曰：“善哉！善哉！汝能以是实语神咒，护此经王及说法
者，以是因缘令汝获得无量福报。”
金光明最胜王经僧慎尔耶药叉大将品第十九
尔时，僧慎尔耶药叉大将，并与二十八部药叉诸神，于大众中皆从座起，偏
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此《金光明》最胜经王，若现在世
及未来世，所在宣扬流布之处，若于城邑聚落、山泽空林，或王宫殿或僧住处，
世尊！我僧慎尔耶药叉大将，并与二十八部药叉诸神俱诣其所，各自隐形，随处
拥护彼说法师，令离衰恼，常受安乐。及听法者，若男若女，童男童女，于此经
中乃至受持一四句颂，或持一句，或此经王首题名号，及此经中一如来名，一菩
萨名，发心称念，恭敬供养者，我当救护摄受，令无灾横，离苦得乐。世尊！何
故我名正了知？此之因缘，是佛亲证，我知诸法，我晓一切法，随所有一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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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有一切法，诸法种类体性差别，世尊！如是诸法，我能了知。我有难思智光，
我有难思智炬，我有难思智行，我有难思智聚，我于难思智境而能通达。世尊！
如我于一切法，正知正晓正觉，能正观察。世尊！以是因缘，我药叉大将名正了
知。以是义故，我能令彼说法之师，言词辩了，具足庄严，亦令精气从毛孔入，
身力充足，威神勇健，难思智光皆得成就，得正忆念，无有退屈，增益彼身，令
无衰减，诸根安乐，常生欢喜。以是因缘，为彼有情，已于百千佛所植诸善根修
福业者，于赡部洲广宣流布，不速隐没。彼诸有情闻是经已，得不可思议大智光
明，及以无量福智之聚，于未来世，当受无量俱胝那庾多劫不可思量人天胜乐，
常与诸佛共相值遇，速证无上正等菩提，阎罗之界三涂极苦，不复经过。”
尔时，正了知药叉大将白佛言：“世尊！我有陀罗尼，今对佛前亲自陈说，
为欲饶益怜愍诸有情故。”即说咒曰：
喃谟(引)佛陀(引)也喃谟(引)达啰磨(二合引)也喃莫僧伽(引)也喃谟(引)跋啰(二合)诃
摩(二合)儞曳(二合引)喃谟(引)因达啰(引)也喃莫室(二合)折咄啰摩(二合)诃(引)啰(引)
阇(引)耶怛地耶(二合)他(引)呬哩(二合)呬哩(二合)弭哩弭哩瞿哩(引)摩诃(引)瞿哩(引)
乾陀(引)哩摩诃(引)乾陀(引)哩达罗(二合引)弥雉摩诃(引)达罗(二合引)弥雉难荼俱遮
啰诃诃诃诃呬呬呬呬呼呼呼呼汉那陀谜(引)瞿(引)昙惹耶(二合引)惹耶(二合引)尔尔
主吒(半音)主吒(半音)栴茶遮钵攞尸(引)揭覽(二合)尸(引)揭覽(二合)嗢地利(二合)瑟
吒(二合)呬薄伽梵僧折耶娑嚩(二合引)诃(引)

Namo buddh2ya. Namo dharm2ya. Nama` sa3gh2ya. Namo
brahmanye. Nama indr2ya. Nama0 catur-mah2-r2j2ya. Tadyath2, h4
h4, mili mili, gaur1 mah2-gaur1, gandh2ri mah2-gandh2ri, dr2mi7a
mah2-dr2mi7a, da57a ku-cara, ha ha, ha ha, hi hi, hi hi, hu hu, hu hu,
hana dame g97ha3 jy2 jy2, ji ji, cu6 cu6, ca57a capala, 01ghr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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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ghram ud-d4=6a hi bhagavan sa3-jaya sv2h2.
“若复有人于此明咒能受持者，我当给与资生乐具、饮食衣服、花果珍异，
或求男女、童男童女、金银珍宝诸璎珞具，我皆供给，随所愿求，令无阙乏。此
之明咒有大威力，若诵咒时，我当速至其所，令无障碍，随意成就。若持此咒时，
应知其法，先画一铺僧慎尔耶药叉形像，高四五尺，手执鉾镩，于此像前作四方
坛，安四满瓶蜜水，或沙糖水，涂香粖香烧香及诸花鬘。又于坛前作地火炉，中
安炭火，以苏摩芥子烧于炉中，口诵前咒一百八遍，一遍一烧。乃至我药叉大将
自来现身，问咒人曰：‘尔何所须？意何所求？’即以事答，我即随言于所求事
皆令满足。或须金银及诸伏藏，或欲神仙乘空而去，或求天眼通，或知他心事，
于一切有情随意自在，令断烦恼，速得解脱，皆得成就。”
尔时，世尊告正了知药叉大将曰：“善哉！善哉！汝能如是利益一切众生，
说此神咒，拥护正法，福利无边。”
金光明最胜王经王法正论品第二十
尔时，此大地神女，名曰坚牢，于大众中，从座而起，顶礼佛足，合掌恭敬
白佛言：“世尊！于诸国中为人王者，若无正法，不能治国安养众生，及以自身
长居胜位；惟愿世尊慈悲哀愍，当为我说王法正论治国之要，令诸人王得闻法已，
如说修行，正化于世，能令胜位永保安宁，国内人民咸蒙利益。”
尔时，世尊于大众中，告坚牢地神曰：“汝当谛听！过去有王，名力尊幢，
其王有子，名曰妙幢，受灌顶位未久之顷，尔时父王告妙幢言：‘有王法正论，
名天主教法，我于昔时受灌顶位而为国主，我之父王，名智力尊幢，为我说是王
法正论。我依此论，于二万岁善治国土，我不曾忆起一念心行于非法，汝于今日
亦应如是，勿以非法而治于国。云何名为王法正论？汝今善听，当为汝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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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力尊幢王，即为其子以妙伽他说正论曰：
我说王法论，

利安诸有情；

为断世间疑，

灭除众过失。

一切诸天主，

及以人中王；

当生欢喜心，

合掌听我说。

往昔诸天众，

集在金刚山；

四王从座起，

请问于大梵：

梵主最胜尊，

天中大自在；

愿哀愍我等，

为断诸疑惑。

云何处人世，

而得名为天？

复以何因缘，

号名曰天子？

云何生人间，

独得为人主？

云何在天上，

复得作天王？

如是护世间，

问彼梵王已。

尔时梵天主，

即便为彼说：

护世汝当知，

为利有情故；

问我治国法，

我说应善听。

由先善业力，

生天得作王；

若在于人中，

统领为人主。

诸天共加护，

然后入母胎；

既至母胎中，

诸天复守护。

虽生在人世，

尊胜故名天；

由诸天护持，

亦得名天子。

三十三天主，

分力助人王；

及一切诸天，

亦资自在力。

除灭诸非法，

恶业令不生；

教有情修善，

使得生天上。

人及苏罗众，

并揵闼婆等；

罗刹栴茶罗，

悉皆资半力。

父母资半力，

令舍恶修善；

诸天共护持，

示其诸善报。

若造诸恶业，

令于现世中；

诸天不护持，

示其诸恶报。

国人造恶业，

王舍不禁制；

斯非顺正理，

治摈当如法。

若见恶不遮，

非法便滋长；

遂令王国内，

奸诈日增多。

王见国中人，

造恶不遮止；

三十三天众，

咸生忿怒心。

因此损国政，

谄伪行世间；

被他怨敌侵，

破坏其国土。

居家及资具，

积财皆散失；

种种谄诳生，

更互相侵夺。

由正法得王，

而不行其法；

国人皆破散，

如象踏莲池。

恶风起无恒，

暴雨非时下；

妖星多变怪，

日月蚀无光。

五谷众花果，

果实皆不成；

国土遭饥馑，

由王舍正法。

若王舍正法，

以恶法化人；

诸天处本宫，

见已生忧恼。

彼诸天王众，

共作如是言：

此王作非法，

恶党相亲附。

王位不久安，

诸天皆忿恨。

由彼怀忿故，

其国当败亡。

以非法教人，

流行于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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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诤多奸伪，

疾疫生众苦。

天主不护念，

余天咸舍弃；

国土当灭亡，

王身受苦厄。

父母及妻子，

兄弟并姊妹；

俱遭爱别离，

乃至身亡殁。

变怪流星堕，

二日俱时出；

他方怨贼来，

国人遭丧乱。

国所重大臣，

枉横而身死；

所爱象马等，

亦复皆散失。

处处有兵戈，

人多非法死；

恶鬼来入国，

疾疫遍流行。

国中最大臣，

及以诸辅相；

其心怀谄佞，

并悉行非法。

见行非法者，

而生于爱敬；

于行善法人，

苦楚而治罚。

由爱敬恶人，

治罚善人故；

星宿及风雨，

皆不以时行。

有三种过生，

正法当隐没；

众生无光色，

地肥皆下沉。

由敬恶轻善，

复有三种过；

非时降霜雹，

饥疫苦流行。

谷稼诸果实，

滋味皆损减；

于其国土中，

众生多疾病。

国中诸树木，

先生甘美果；

由斯皆损减，

苦涩无滋味。

先有妙园林，

可爱游戏处；

忽然皆枯悴，

见者生忧恼。

稻麦诸果实，

美味渐消亡；

食时心不喜，

何能长诸大。

众生光色减，

势力尽衰微；

食啖虽复多，

不能令饱足。

于其国界中，

所有众生类；

少力无勇势，

所作不堪能。

国人多疾患，

众苦逼其身；

鬼魅遍流行，

随处生罗刹。

若王作非法，

亲近于恶人；

令三种世间，

因斯受衰损。

如是无边过，

出在于国中；

皆由见恶人，

弃舍不治摈。

由诸天加护，

得作于国王；

而不以正法，

守护于国界。

若人修善行，

当得生天上；

若造恶业者，

死必堕三涂。

若王见国人，

纵其造过失；

三十三天众，

皆生热恼心。

不顺诸天教，

及以父母言；

此是非法人，

非王非孝子。

若于自国中，

见行非法者；

如法当治罚，

不应生舍弃。

是故诸天众，

皆护持此王；

以灭诸恶法，

能修善根故。

王于此世中，

必招于现报；

由于善恶业，

行舍劝众生。

为示善恶报，

故得作人王；

诸天共护持，

一切咸随喜。

由自利利他，

治国以正法；

见有谄佞者，

应当如法治。

假使失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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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害命缘；

终不行恶法，

见恶而舍弃。

害中极重者，

无过失国位；

皆因谄佞人，

为此当治罚。

若有谄诳人，

当失于国位；

由斯损王政，

如象入花园。

天主皆瞋恨，

阿苏罗亦然；

以彼为人王，

不以法治国。

是故应如法，

治罚于恶人；

以善化众生，

不顺于非法。

宁舍于身命，

不随非法友；

于亲及非亲，

平等观一切。

若为正法王，

国内无偏党；

法王有名称，

普闻三界中。

三十三天众，

欢喜作是言：

赡部洲法王，

彼即是我子。

以善化众生，

正法治于国；

劝行于正法，

当令生我宫。

天及诸天子，

及以苏罗众；

因王正法化，

常得心欢喜。

天众皆欢喜，

共护于人王；

众星依位行，

日月无乖度。

和风常应节，

甘雨顺时行；

苗实皆善成，

人无饥馑者。

一切诸天众，

充满于自宫；

是故汝人王，

亡身弘正法。

应尊重法宝，

由斯众安乐；

常当亲正法，

功德自庄严。

眷属常欢喜，

能远离诸恶；

以法化众生，

恒令得安隐。

令彼一切人，

修行于十善；

率土常丰乐，

国土得安宁。

王以法化人，

善调于恶行；

常得好名称，

安乐诸众生。”

尔时，大地一切人王及诸大众，闻佛说此古昔人王治国要法，得未曾有，皆
大欢喜，信受奉行。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八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九
大唐三藏沙门义净奉

制译

善生王品第二十一
尔时世尊为诸大众说王法正论已，复告大众：“汝等应听！我今为汝说其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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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奉法因缘。”即于是时，说伽他曰：
我昔曾为转轮王， 舍此大地并大海； 四洲珍宝皆充满， 持以供养诸如来。
我于往昔无量劫， 为求清净真法身； 所爱之物皆悉舍， 乃至身命心无吝。
又于过去难思劫， 有正遍知名宝髻； 于彼如来涅槃后， 有王出世名善生。
为转轮王化四洲， 尽大海际咸归伏； 有城名曰妙音声， 时彼轮王于此住。
夜梦闻说佛福智， 见有法师名宝积； 处座端严如日轮， 演说金光微妙典。
尔时彼王从梦觉， 生大欢喜充遍身； 至天晓已出王宫， 往诣苾刍僧伽处。
恭敬供养圣众已， 即便问彼诸大众； 颇有法师名宝积， 功德成就化众生。
尔时宝积大法师， 在一室中而住止； 正念诵斯微妙典， 端然不动身心乐。
时有苾刍引导王， 至彼宝积所居处； 见在室中端身坐， 光明妙相遍其身。
白王此即是宝积， 能持甚深佛行处； 所谓微妙《金光明》
，诸经中王最第一。
时王即便礼宝积， 恭敬合掌而致请； 唯愿满月面端严， 为说金光微妙法。
宝积法师受王请， 许为说此《金光明》；周遍三千世界中， 诸天大众咸欢喜。
王于广博清净处， 奇妙珍宝而严饰； 上妙香水洒游尘， 种种杂花皆散布。
即于胜处敷高座， 悬缯幡盖以庄严； 种种粖香及涂香， 香气芬馥皆周遍。
天龙修罗紧那罗， 莫呼洛伽及药叉； 诸天悉雨曼陀花， 咸来供养彼高座。
复有千万亿诸天， 乐闻正法俱来集； 法师初从本座起， 咸悉供养以天花。
是时宝积大法师， 净洗浴已着鲜服； 诣彼大众法座所， 合掌虔心而礼敬。
天主天众及天女， 悉皆共散曼陀花； 百千天乐难思议， 住在空中出妙响。
尔时宝积大法师， 即升高座加趺坐； 念彼十方诸刹土， 百千万亿大慈尊。
遍及一切苦众生， 皆起平等慈悲念； 为彼请主善生故，演说微妙《金光明》
。
王既得闻如是法， 合掌一心唱随喜； 闻法希有泪交流， 身心大喜皆充遍。
于时国主善生王， 为欲供养此经故； 手持如意末尼宝， 发愿咸为诸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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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可于斯赡部洲， 普雨七宝璎珞具； 所有匮乏资财者， 皆得随心受安乐。
即便遍雨于七宝， 悉皆充足四洲中； 璎珞严身随所须， 衣服饮食皆无乏。
尔时国主善生王， 见此四洲雨珍宝； 咸持供养宝髻佛， 所有遗教苾刍僧。
应知过去善生王， 即我释迦牟尼是； 为于昔时舍大地， 及诸珍宝满四洲。
昔时宝积大法师， 为彼善生说妙法； 因彼开演经王故， 东方现成不动佛。
以我曾听此经王， 合掌一言称随喜； 及施七宝诸功德， 获此最胜金刚身。
金光百福相庄严， 所有见者皆欢喜； 一切有情无不爱， 俱胝天众亦同然。
过去曾经九十九， 俱胝亿劫作轮王； 亦于小国为人王， 复经无量百千劫。
于无量劫为帝释， 亦复曾为大梵王； 供养十力大慈尊， 彼之数量难穷尽。
我昔闻经随喜善， 所有福聚量难知； 由斯福故证菩提， 获得法身真妙智。
尔时大众闻是说已，叹未曾有，皆愿奉持《金光明经》流通不绝。
金光明最胜王经诸天药叉护持品第二十二
尔时，世尊告大吉祥天女曰：“若有净信善男子、善女人，欲于过去、未来、
现在诸佛，以不可思议广大微妙供养之具而为奉献，及欲解了三世诸佛甚深行处，
是人应当决定至心，随是经王所在之处，城邑聚落或山泽中，广为众生敷演流布；
其听法者应除乱想，摄耳用心。”于时世尊，即为彼天及诸大众说伽他曰：
若欲于诸佛，

不思议供养；

复了诸如来，

甚深境界者。

若见演说此，

最胜《金光明》
；应亲诣彼方， 至其所住处。

此经难思议，

能生诸功德；

无边大苦海，

解脱诸有情。

我观此经王，

初中后皆善；

甚深不可测，

譬喻无能比。

假使恒河沙，

大地尘海水；

虚空诸山石，

无能喻少分。

欲入深法界，

应先听是经；

法性之制底，

甚深善安住。

于斯制底内，

见我牟尼尊；

悦意妙音声，

演说斯经典。

由此俱胝劫，

数量难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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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人天中，

常受胜妙乐。

若听是经者，

应作如是心；

我得不思议，

无边功德蕴。

假使大火聚，

满百逾缮那；

为听此经王，

直过无辞苦。

既至彼住处，

得闻如是经；

能灭于罪业，

及除诸恶梦。

恶星诸变怪，

蛊道邪魅等；

得闻是经时，

诸恶皆舍离。

应严胜高座，

净妙若莲花；

法师处其上，

犹如大龙坐。

于斯安坐已，

说此甚深经；

书写及诵持，

并为解其义。

法师舍此座，

往诣余方所；

于此高座中，

神通非一相。

或见法师像，

犹在高座上；

或时见世尊，

及以诸菩萨。

或作普贤像，

或如妙吉祥；

或见慈氏尊，

身处于高座。

或见希奇相，

及以诸天像；

暂得睹容仪，

忽然还不现。

成就诸吉祥，

所作皆随意；

功德悉圆满，

世尊如是说。

最胜有名称，

能灭诸烦恼；

他国贼皆除，

战时常得胜。

恶梦悉皆无，

及消诸毒害；

所作三业罪，

经力能除灭。

于此赡部洲，

名称咸充满；

所有诸怨结，

悉皆相舍离。

设有怨敌至，

闻名便退散；

不假动兵戈，

两阵生欢喜。

梵王帝释主，

护世四天王；

及金刚药叉，

正了知大将；

无热池龙王，

及以娑揭罗；

紧那罗乐神，

苏罗金翅主；

大辩才天女，

并大吉祥天；

斯等上首天，

各领诸天众，

常供养诸佛，

法宝不思议，

恒生欢喜心，

于经起恭敬。

斯等诸天众，

皆悉共思惟；

遍观修福者，

共作如是说：

应观此有情，

咸是大福德；

善根精进力，

当来生我天。

为听甚深经，

敬心来至此；

供养法制底，

尊重正法故。

怜愍于众生，

而作大饶益；

于此深经典，

能为法宝器。

入此法门者，

能入于法性；于此《金光明》
， 至心应听受。

是人曾供养，

无量百千佛；

由彼诸善根，

得闻此经典。

如是诸天主，

天女大辩才；

并彼吉祥天，

及以四王众；

无数药叉众，

勇猛有神通；

各于其四方，

常来相拥护。

日月天帝释，

风水火诸神；

吠率怒大肩，

阎罗辩才等；

一切诸护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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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猛具威神；

拥护持经者，

昼夜常不离。

大力药叉王，

那罗延自在；

正了知为首，

二十八药叉；

余药叉百千，

神通有大力；

恒于恐怖处，

常来护此人。

金刚药叉王，

并五百眷属；

诸大菩萨众，

常来护此人。

宝王药叉王，

及以满贤王；

旷野金毗罗，

宾度罗黄色；

此等药叉王，

各五百眷属；

见听此经者，

皆来共拥护。

彩军揵闼婆，

苇王常战胜；

珠颈及青颈，

并勃里沙王；

大最胜大黑，

苏跋拏鸡舍；

半之迦羊足，

及以大婆伽；

小渠并护法，

及以猕猴王；

针毛及日支，

宝发皆来护。

大渠诺拘罗，

栴檀欲中胜；

舍罗及雪山，

及以娑多山；

皆有大神通，

雄猛具大力；

见持此经者，

皆来相拥护。

阿那婆答多，

及以娑揭罗；

目真伊罗叶，

难陀小难陀；

于百千龙中，

神通具威德；

共护持经人，

昼夜常不离。

婆稚罗睺罗，

毗摩质多罗；

母旨苫跋罗，

大肩及欢喜；

及余苏罗王，

并无数天众；

大力有勇健，

皆来护是人。

诃利底母神，

五百药叉众；

于彼人睡觉，

常来相拥护。

旃荼旃荼利，

药叉旃稚女；

昆帝拘吒齿，

吸众生精气；

如是诸神众，

大力有神通；

常护持经者，

昼夜恒不离。

上首辩才天，

无量诸天女；

吉祥天为首，

并余诸眷属；

此大地神女，

果实园林神；

树神江河神，

制底诸神等；

如是诸天神，

心生大欢喜；

彼皆来拥护，

读诵此经人。

见有持经者，

增寿命色力；

威光及福德，

妙相以庄严。

星宿现灾变，

困厄当此人；

梦见恶征祥，

皆悉令除灭。

此大地神女，

坚固有威势；

由此经力故，

法味常充足。

地肥若流下，

过百逾缮那；

地神令味上，

滋润于大地。

此地厚六十，

八亿逾缮那；

乃至金刚际，

地味皆令上。

由听此经王，

获大功德蕴；

能使诸天众，

悉蒙其利益。

复令诸天众，

威力有光明；

欢喜常安乐，

舍离于衰相。

于此南洲内，

林果苗稼神；

由此经威力，

心常得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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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实皆成就，

处处有妙花；

果实并滋繁，

充满于大地。

所有诸果树，

及以众园林；

悉皆生妙花，

香气常芬馥。

众草诸树木，

咸出微妙花；

及生甘美果，

随处皆充遍。

于此赡部洲，

无量诸龙女；

心生大欢喜，

皆共入池中。

种植钵头摩，

及以分陀利；

青白二莲花，

池中皆遍满。

由此经威力，

虚空净无翳；

云雾皆除遣，

暝闇悉光明。

日出放千光，

无垢焰清净；

由此经王力，

流晖绕四天。

此经威德力，

资助于天子；

皆用赡部金，

而作于宫殿。

日天子初出，

见此洲欢喜；

常以大光明，

周遍皆照曜。

于斯大地内，

所有莲花池；

日光照及时，

无不尽开发。

于此赡部洲，

田畴诸果药；

悉皆令善熟，

充满于大地。

由此经威力，

日月所照处；

星辰不失度，

风雨皆顺时。

遍此赡部洲，

国土咸丰乐；

随有此经处，

殊胜倍余方。

若此金光明，

经典流布处；

有能讲诵者，

悉得如上福。
尔时，大吉祥天女及诸天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于此经王及受持者，一
心拥护，令无忧恼常得安乐。
金光明最胜王经授记品第二十三
尔时，如来于大众中广说法已，欲为妙幢菩萨及其二子银幢银光，授阿耨多
罗三藐三菩提记。时有十千天子，最胜光明而为上首，俱从三十三天来至佛所，
顶礼佛足，却坐一面，听佛说法。尔时，佛告妙幢菩萨言：“汝于来世，过无量
无数百千万亿那庾多劫已，于金光明世界，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号金宝山
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
佛、世尊，出现于世；时此如来般涅槃后，所有教法亦皆灭尽。时彼长子名曰银
幢，即于此界次补佛处，世界尔时转名净幢，当得作佛，名曰金幢光如来、应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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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时此
如来般涅槃后，所有教法亦皆灭尽。次子银光即补佛处，还于此界当得作佛，号
曰金光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
人师、佛、世尊。”
是时十千天子闻三大士得授记已，复闻如是最胜王经，心生欢喜，清净无垢，
犹如虚空。尔时，如来知是十千天子善根成熟，即便与授大菩提记：“汝等天子，
于当来世，过无量无数百千万亿那庾多劫，于最胜因陀罗高幢世界，得成阿耨多
罗三藐三菩提，同一种姓，又同一名，号曰面目清净优钵罗香山，十号具足，如
是次第十千诸佛出现于世。”
尔时，菩提树神白佛言：“世尊！是十千天子从三十三天，为听法故，来诣
佛所，云何如来便与授记当得成佛？世尊！我未曾闻是诸天子具足修习六波罗蜜
多、难行苦行、舍于手足、头目髓脑、眷属妻子、象马车乘、奴婢仆使、宫殿园
林、金银、琉璃、硨磲、玛瑙、珊瑚、虎珀、璧玉、珂贝、饮食衣服、卧具医药，
如余无量百千菩萨，以诸供具供养过去无数百千万亿那庾多佛，如是菩萨各经无
量无边劫数，然后方得受菩提记。世尊！是诸天子，以何因缘，修何胜行，种何
善根，从彼天来暂时闻法，便得授记？惟愿世尊，为我解说，断除疑网。”
佛告树神：“善女天！如汝所说，皆从胜妙善根因缘，勤苦修已，方得授记。
此诸天子，于妙天宫舍五欲乐故，来听是《金光明经》，既闻法已，于是经中心
生殷重，如净琉璃无诸瑕秽，复得闻此三大菩萨授记之事，亦由过去久修正行誓
愿因缘，是故我今皆与授记，于未来世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彼树神闻
佛说已，欢喜信受。
金光明最胜王经除病品第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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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菩提树神善女天：“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是十千天子本愿因缘，今
为汝说。善女天！过去无量不可思议阿僧企耶劫，尔时有佛出现于世，名曰宝髻
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
世尊。善女天！时彼世尊般涅槃后，正法灭已，于像法中，有王名曰天自在光，
常以正法化于人民，犹如父母。是王国中，有一长者名曰持水，善解医明，妙通
八术，众生病苦，四大不调，咸能救疗。善女天！尔时持水长者，唯有一子，名
曰流水，颜容端正，人所乐观，受性聪敏，妙闲诸论，书画算印，无不通达。时
王国内有无量百千诸众生类，皆遇疫疾，众苦所逼，乃至无有欢乐之心。善女天！
尔时长者子流水，见是无量百千众生受诸病苦，起大悲心，作如是念：‘无量众
生为诸极苦之所逼迫，我父长者，虽善医方，妙通八术，能疗众病，四大增损，
然已衰迈，老耄虚嬴，要假扶策，方能进步，不复能往城邑聚落救诸病苦。今有
无量百千众生，皆遇重病，无能救者，我今当至大医父所，咨问治病医方秘法，
若得解已，当往城邑聚落之所，救诸众生种种疾病，令于长夜得受安乐。’时长
者子作是念已，即诣父所，稽首礼足，合掌恭敬，却住一面，即以伽他，请其父
曰：
慈父当哀愍，

我欲救众生；

今请诸医方，

幸愿为我说。

云何身衰坏，

诸大有增损？

复在何时中，

能生诸疾病？

云何啖饮食，

得受于安乐，

能使内身中，

火热不衰损？

众生有四病，

风黄热痰癊；

及以总集病，

云何而疗治？

何时风病起？

何时热病发？

何时动痰癊？

何时总集生？

时彼长者闻子请已，复以伽他而答之曰：
我今依古仙，

所有疗病法；

次第为汝说，

善听救众生。

三月是春时，

三月名为夏，

三月名秋分，

三月谓冬时。

此据一年中，

三三而别说；

二二为一节，

便成岁六时。

初二是花时，

三四名热际；

五六名雨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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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谓秋时；

九十是寒时，

后二名冰雪；

既知如是别，

授药勿令差。

当随此时中，

调息于饮食；

入腹令消散，

众病则不生。

节气若变改，

四大有推移；

此时无药资，

必生于病苦。

医人解四时，

复知其六节；

明闲身七界，

食药使无差。

谓味界血肉，

膏骨及髓脑；

病入此中时，

知其可疗不？

病有四种别，

谓风热痰癊；

及以总集病，

应知发动时。

春中痰癊动，

夏内风病生；

秋时黄热增，

冬节三俱起。

春食涩热辛，

夏腻热咸醋；

秋时冷甜腻，

冬酸涩腻甜。

于此四时中，

服药及饮食；

若依如是味，

众病无由生。

食后病由癊，

食消时由热；

消后起由风，

准时须识病。

既识病源已，

随病而设药；

假令患状殊，

先须疗其本。

风病服油腻，

患热利为良；

癊病应变吐，

总集须三药。

风热癊俱有，

是名为总集；

虽知病起时，

应观其本性。

如是观知已，

顺时而授药；

饮食药无差，

斯名善医者。

复应知八术，

总摄诸医方；

于此若明闲，

可疗众生病。

谓针刺伤破，

身疾并鬼神；

恶毒及孩童，

延年增气力。

先观彼形色，

语言及性行；

然后问其梦，

知风热癊殊。

干瘦少头发，

其心无定住；

多语梦飞行，

斯人是风性。

少年生白发，

多汗及多瞋；

聪明梦见火，

斯人是热性。

心定身平整，

虑审头津腻；

梦见水白物，

是癊性应知。

总集性俱有，

或二或具三；

随有一偏增，

应知是其性。

既知本性已，

准病而授药；

验其无死相，

方名可救人。

诸根倒取境，

尊医人起慢；

亲友生瞋恚，

是死相应知。

左眼白色变，

舌黑鼻梁攲；

耳轮与旧殊，

下唇垂向下。

诃梨勒一种，

具足有六味；

能除一切病，

无忌药中王。

又三果三辛，

诸药中易得；

沙糖蜜苏乳，

此能疗众病。

自余诸药物，

随病可增加；

先起慈愍心，

莫规于财利。

我已为汝说，

疗疾中要事；

以此救众生，

当获无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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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女天！尔时长者子流水亲问其父八术之要，四大增损，时节不同，饵药
方法，既善了知，自忖堪能救疗众病，即便遍至城邑聚落所在之处，随有百千万
亿病苦众生，皆至其所，善言慰喻，作如是语：‘我是医人！我是医人！善知方
药，今为汝等疗治众病，悉令除愈。’善女天！尔时众人闻长者子善言慰喻，许
为治病，时有无量百千众生遇极重病，闻是语已，身心踊跃，得未曾有。以此因
缘，所有病苦悉得蠲除，气力充实，平复如本。善女天！尔时复有无量百千众生，
病苦深重，难疗治者，即共往诣长者子所，重请医疗。时长者子，即以妙药令服
皆蒙除差。善女天！是长者子于此国内，治百千万亿众生病苦，悉得除差。”
金光明最胜王经长者子流水品第二十五
尔时，佛告菩提树神：“善女天！尔时长者子流水，于往昔时，在天自在光
王国内，疗诸众生所有病苦，令得平复，受安隐乐。时诸众生以病除故，多修福
业，广行惠施，以自欢娱。即共往诣长者子所，咸生尊敬，作如是言：‘善哉！
善哉！大长者子！善能滋长福德之事，增益我等安隐寿命，仁今实是大力医王，
慈悲菩萨，妙闲医药，善疗众生无量病苦。’如是称叹周遍城邑。”
“善女天！时长者子妻名水肩藏，有其二子，一名水满；二名水藏。是时流
水将其二子，渐次游行城邑聚落，过空泽中深险之处，见诸禽兽，豺狼狐玃，雕
鹫之属，食血肉者，皆悉奔飞一向而去。时长者子作如是念：‘此诸禽兽何因缘
故，一向飞走？我当随后暂往观之。’即便随去，见有大池，名曰野生，其水将
尽，于此池中多有众鱼。流水见已，生大悲心。时有树神示现半身，作如是语：
‘善哉！善哉！善男子！汝有实义名流水者，可愍此鱼，应与其水。有二因缘，
名为流水：一能流水，二能与水，汝今应当随名而作。’是时流水问树神言：‘此
鱼头数，为有几何？’树神答曰：‘数满十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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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女天！时长者子闻是数已，倍益悲心。时此大池为日所曝，余水无几，
是十千鱼将入死门，旋身婉转，见是长者心有所悕，随逐瞻视，目未曾舍。时长
者子，见是事已，驰趣四方，欲觅于水，竟不能得。复望一边见有大树，即便升
上折取枝叶为作荫凉。复更推求，是池中水，从何处来？寻觅不已，见一大河，
名曰水生，时此河边，有诸渔人，为取鱼故，于河上流悬险之处，决弃其水，不
令下过，于所决处，卒难修补。便作是念：‘此崖深峻，设百千人，时经三月亦
未能断，况我一身而堪济办？’时长者子速还本城，至大王所，头面礼足，却住
一面，合掌恭敬，作如是言：‘我为大王国土人民，治种种病，悉令安隐，渐次
游行，至其空泽，见有一池，名曰野生，其水欲涸，有十千鱼为日所曝，将死不
久，惟愿大王慈悲愍念，与二十大象暂往负水，济彼鱼命，如我与诸病人寿命。’
尔时大王即敕大臣，速疾与此医王大象。时彼大臣，奉王敕已，白长者子：‘善
哉大士！仁今自可至象厩中，随意选取二十大象，利益众生，令得安乐。’是时
流水及其二子，从酒家多借皮囊，以囊盛水，以二十大象，负往缺水处，象负至
池，將水泻於池中，水即弥满，还复如故。”
“善女天！时长者子，于池四边周旋而视，时彼众鱼，亦复随逐，循岸而行。
时长者子复作是念：‘众鱼何故随我而行？必为饥火之所恼逼，复欲从我求索于
食，我今当与。’尔时长者子流水告其子言：‘汝取一象最大力者，速至家中启
父长者，家中所有可食之物，乃至父母食啖之分，及以妻子奴婢之分，悉皆收取，
即可持来。’尔时二子受父教已，乘最大象速往家中，至祖父所，说如上事。收
取家中可食之物，置于象上，疾还父所，至彼池边。是时流水见其子来，身心喜
跃，遂取饼食遍散池中，鱼得食已，悉皆饱足。便作是念：‘我今施食，令鱼得
命，愿于来世，当施法食，充济无边。’复更思惟：‘我先曾于空闲林处，见一
苾刍，读大乘经，说十二缘生甚深法要。又经中说：“若有众生，临命终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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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宝髻【ratna-0ikhin】如来名者，即生天上。”我今当为是十千鱼演说甚深十
二缘起，亦当称说宝髻佛名。然赡部洲有二种人，一者、深信大乘，二者、不信
毁呰，亦当为彼增长信心。’时长者子作如是念：‘我入池中，可为众鱼说深妙
法。’作是念已，即便入水唱言：‘南谟过去宝髻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
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此佛往昔修菩萨行时，
作是誓愿：“于十方界所有众生，临命终时闻我名者，命终之后，得生三十三
天。”’尔时流水复为池鱼演说如是甚深妙法：‘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
谓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
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此灭故彼灭，所谓无明灭则行灭，
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处灭，六处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
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灭，老死灭则忧
悲苦恼灭，如是纯极苦蕴悉皆除灭。’说是法已，复为宣说十二缘起相应陀罗尼
曰：
怛地耶(二合引)他(引)阿毗地耶(二合引)波啰(二合)底也(二合)耶(引)僧塞迦(二合引)啰
僧塞迦(二合引)啰波啰(二合)底也(二合)耶尾倪耶(二合引)那尾倪耶(二合引)那波啰(二
合)底也(二合)耶那(引)摩噜(引)波那(引)摩噜(引)波波啰(二合)底也(二合)耶(引)洒荼
(引)耶多那(引)洒荼(引)耶多那波啰 (二合) 底也 (二合)耶 (引)飒钵 (二合)哩设 (二合) 飒

钵(二合)哩设(二合)波啰(二合)底也(二合)耶尾(引)达那(引)尾(引)达那(引)波啰(二合)
底也(二合)耶(引)窒里(二合)瑟拏(二合引)窒里(二合)瑟拏(二合引)波啰(二合)底也(二合)
耶母波(引)陀(引)那母波(引)陀(引)那波啰(二合)底也(二合)耶婆嚩婆嚩波啰(二合)底
也(二合)耶阇(引)底阇(引)底波啰(二合)底也(二合)耶阇啰(引)摩啰拏索(引)迦钵利提
(引)嚩度佉忉啰摩(二合)那悉瑜(二合引)波(引)也(引)娑婆嚩底曳(二合)嚩摩(引)地耶
(二合)计(引)嚩攞写摩贺都(引)度佉塞建(二合)驮写萨母陀也婆嚩底耶度多(引)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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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二合引)你噜(引)驮(引)僧塞迦(二合引)啰你噜(引)驮(引)僧塞迦(二合引)啰你噜(引)
驮尾倪耶(二合引)那你噜 (引)驮尾倪耶(二合引)那你噜(引)驮那(引)摩噜 (引)波你噜
(引)驮那(引)摩噜(引)波你噜(引)驮洒荼(引)耶多那你噜(引)驮洒荼(引)耶多那你噜
(引)驮飒钵(二合) 哩设 (二合) 你噜 (引) 驮飒钵 (二合)哩设 (二合) 你噜 (引)驮尾 (引)达那
(引)你噜(引)驮尾(引)达那(引)你噜(引)驮窒里(二合)瑟拏(二合引)你噜(引)驮窒里(二
合)瑟拏(二合引)你噜(引)驮邬波(引)陀(引)那你噜(引)驮邬波(引)陀(引)那你噜(引)驮

婆嚩你噜(引)驮婆嚩你噜(引)驮阇(引)底你噜(引)驮阇(引)底你噜(引)驮阇啰(引)摩
啰拏索(引)迦钵利提(引)嚩度佉忉啰摩(二合)那悉瑜(二合引)波(引)也(引)娑你噜地
耶(二合)帝(引)计(引)嚩攞写摩贺都(引)度佉塞建(二合)驮写你噜(引)驮婆嚩底 ”

Tadyath2, a-vidy2 pratyay2 sa3sk2r2, sa3sk2ra pratyaya vij#2na,
vij#2na-pratyaya

n2ma-r9pa,

n2ma-r9pa-pratyay2

=a7-2yatan2,

=a7-2yatana-pratyay2 spar0a, spar0a-pratyaya vedan2, vedan2pratyay2 t4=n2, t4=n2-pratyayam up2d2nam, up2d2na-pratyaya
bhava, bhava-pratyaya j2ti, j2ti-pratyaya jar2-mara5a-0oka-paridevadu`kha-daurmanasyo-p2y2sa, bhavaty evam2dya kevalasya mahato
du`kha-skandhasya samudaya bhavati; yad-uta a-vidy2-nirodh2t
sa3sk2ra-nirodha`,
nirodha

sa3sk2ra-nirodha

n2ma-r9pa-nirodha,

vij#2na-nirodha,

n2ma-r9pa-nirodh2t

vij#2na-

=a7-2yatana-

nirodha`, =a7-2yatana-nirodh2t spar0a-nirodha`, spar0a-nirodha
vedan2-nirodha,

vedan2-nirodh2t

t4=52-nirodh2t,

t4=52-nirodh2d

up2d2na-nirodh2d, up2d2na-nirodha bhava-nirodha, bhava-nirodha
j2ti-nirodha,

j2ti-nirodha

daurmanasyo-p2y2sa

jar2-mara5a-0oka-parideva-du`kha-

ni-rudhyate,

kevalasya

mahato

du`kha— 105 —

skandhasya nirodha bhavati.
【出自：http://dsbc.uwest.edu/node/4230.寶髻如來十二緣生句陀羅尼】
尔时，世尊为诸大众说长者子昔缘之时，诸人天众叹未曾有。时四大天王各于其
处，异口同音作如是说：
善哉释迦尊， 说妙法明咒； 生福除众恶， 十二支相应。 我等亦说咒，
拥护如是法； 若有生违逆， 不善随顺者,

头破作七分， 犹如兰香梢。

我等于佛前，共说其咒曰：
怛地耶(二合)他(引)呬里谜利尾伽帝(引)乾陀(引)哩旃荼(引)利(引)驮啰洒(二合)耶底
试讫洒(二合引)嚩嚟(引)补(引)利布(引)啰呢(引)矩吒矩末底崎末底达地目契窭噜波
母(引)萨攞具吒母(引)荼建吒迦杜噜杜噜弊(引)嚟(引)医那悉泥(二合)悉怛(二合)啰
呢邬砌(引)怛哩(二合)污史悉耶(二合)底阿(引)利势(二合引)耶钵娜摩(二合)钵(引)尼
訖利(二合)钵(引)嚩底娑嚩(二合引)诃(引)

Tadyath2 h4 mi-ri vi-gate, gandh2ri ca572l1 dhar=ayati, 0ik=2-vare
bh9ri-p9ra5e, ku66a ku-mati jihmati, dadhi-mukhe ku-r9pa musala
ku66a, m97ha ka56aka duru duru; bh1re enas nis-tara5e, ucchett4
o=i=yati, 2r=eya-padma-p25i k4p2vati sv2h2.
佛告善女天：“尔时长者子流水及其二子，为彼池鱼施水施食，并说法已，
俱共还家。是长者子流水，复于后时因有聚会，设众伎乐，醉酒而卧。时十千鱼
同时命过，生三十三天，起如是念：‘我等以何善业因缘生此天中？’便相谓曰：
‘我等先于赡部洲内，堕傍生中，共受鱼身，长者子流水施我等水及以饼食，复
为我等说甚深法十二缘起及陀罗尼，复称宝髻如来名号，以是因缘，能令我等得
生此天。是故我今咸应诣彼长者子所，报恩供养。’尔时十千天子即于天没，至
赡部洲大医王所。时长者子在高楼上安隐而睡，十千天子共以十千真珠璎珞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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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边，复以十千置其足处，复以十千置于右胁，复以十千置左胁边，雨曼陀罗花、
摩诃曼陀罗花，积至于膝，光明普照，种种天乐出妙音声，令赡部洲眠者皆悉觉
悟，长者子流水亦从睡寤。是时十千天子供养已畢，即于空中飞腾而去，于天自
在光王国内，处处皆雨天妙莲花，是诸天子复至本处，空泽池中雨众天花，便于
此没，还天宫殿，随意自在，受五欲乐。”
“天自在光王至天晓已，问诸大臣：‘昨夜何缘忽现如是希有瑞相，放大光
明？’大臣答言：‘大王当知！有诸天众于长者子流水家中，雨四十千真珠璎珞
及天曼陀罗花，积至于膝。’王告臣曰：‘诣长者家，唤取其子。’大臣受敕，
即至其家，奉宣王命，唤长者子。时长者子即至王所。王曰：‘何缘昨夜示现如
是希有瑞相？’长者子言：‘如我思惟，定应是彼池内众鱼，如经所说，命终之
后，得生三十三天，彼来报恩，故现如是希奇之相。’王曰：‘何以得知？’流
水答言：‘王可遣使，并我二子，往彼池所验其虚实，彼十千鱼为死为活？’王
闻是语，即便遣使及子向彼池边，见其池中多有曼陀罗花，积成大聚，诸鱼并死，
见已驰还为王广说。王闻是已，心生欢喜，叹未曾有。”
尔时，佛告菩提树神：“善女天！汝今当知昔时长者子流水者，即我身是；
持水长者即妙幢是；彼之二子，长子水满即银幢是，次子水藏即银光是；彼天自
在光王者，即汝菩提树神是；十千鱼者，即十千天子是。因我往昔以水济鱼，与
食令饱，为说甚深十二缘起，并此相应陀罗尼咒，又为称彼宝髻佛名，因此善根，
得生天上，今来我所，欢喜听法。我皆当为授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说其名
号。善女天！如我往昔于生死中，轮回诸有，广为利益，令无量众生悉令次第成
就，今為彼等授记，汝等皆应勤求出离，勿为放逸。”
尔时大众闻是说已，悉皆悟解，由大慈悲救护一切，勤修苦行，方能证获无
上菩提，咸发深心，信受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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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九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十
大唐三藏沙门义净奉

制译

舍身品第二十六
尔时，世尊为大众说此十千天子往昔因缘，复告菩提树神及诸大众：“我于
过去行菩萨道，非但施水及食，济彼鱼命，乃至亦舍所爱之身，如是因缘，可共
观察。”尔时，如来、应供、正等觉、天上天下最胜最尊，百千光明照十方界，
具一切智，功德圆满，将诸苾刍及于大众，至般遮罗聚落，诣一林中，其地平正，
无诸荆棘，名花软草遍布其处。佛告具寿阿难陀：“汝可于此树下为我敷座。”
时阿难陀受教敷已，白言：“世尊！其座敷讫，唯圣知时。”
尔时世尊，即于座上加趺而坐，端身正念，告诸苾刍：“汝等乐欲见彼往昔
苦行菩萨舍利不？”诸苾刍言：“我等乐见。”世尊即以百福庄严相好之手而按
其地，于时大地六种震动，即便开裂，七宝制底【caitya-塔】忽然踊出，众宝
罗网庄严其上，大众见已，生希有心。尔时世尊即从座起，作礼右绕，还就本座，
告阿难陀：“汝可开此制底之户。”时阿难陀即开其户，见七宝函，奇珍间饰，
白言：“世尊！有七宝函，众宝庄严。”佛言：“汝可开函。”时阿难陀奉教开
已，见有舍利，白如珂雪，如拘物头花【kumuda--白莲花】，即白佛言：“函
有舍利，色妙异常。”佛言：“阿难陀！汝可持此大士骨来。”时阿难陀即取其
骨，奉授世尊。
世尊受已，告诸苾刍：“汝等应观苦行菩萨遗身舍利。”而说颂曰：
菩萨胜德相应慧，勇猛精勤六度圆；常修不息为菩提，不舍坚固心无倦。
“汝等苾刍，咸应礼敬菩萨身骨，此之舍利，乃是无量戒、定、慧香之所熏
— 108 —

馥，最上福田，极难逢遇。”时诸苾刍及诸大众，咸皆至心，合掌恭敬，顶礼舍
利，叹未曾有。
时阿难陀前礼佛足，白言：“世尊！如来大师出过一切，为诸有情之所恭敬，
何因缘故，礼此身骨？”
佛告阿难陀：“我因此骨，速得无上正等菩提，为报往恩，我今致礼。”复
告阿难陀：“吾今为汝及诸大众断除疑惑，说是舍利往昔因缘，汝等善思，当一
心听。”
阿难陀曰：“我等乐闻，愿为开阐。”
“阿难陀！过去世时，有一国王，名曰大车，巨富多财，库藏盈满，军兵武
勇，众所钦伏，常以正法施化黔黎，人民炽盛，无有怨敌。国大夫人，诞生三子，
颜容端正，人所乐观，太子名曰：摩诃波罗，次子名曰：摩诃提婆，幼子名曰：
摩诃萨埵。是时大王为欲游观，纵赏山林，其三王子亦皆随从，为求花果，舍父
周旋至大竹林，于中憩息。第一王子作如是言：“我于今日，心甚惊惶，于此林
中将无猛兽损害于我？”第二王子复作是言：“我于自身初无吝惜，恐于所爱有
别离苦。”第三王子白二兄曰：
“此是神仙所居处， 我无恐怖别离忧； 身心充遍生欢喜， 当获殊胜诸功德。”
时诸王子各说本心所念之事，次复前行，见有一虎，产生七子，才经七日，
诸子围绕，饥渴所逼，身形羸瘦，将死不久。第一王子作如是言：“哀哉！此虎
产来七日，七子围绕，无暇求食，饥渴所逼，必还啖子。”萨埵王子问言：“此
虎每常所食何物？”第一王子答曰：
“虎豹豺狮子， 唯啖热血肉； 更无余饮食， 可济此虚羸。”
第二王子闻此语已，作如是言：“此虎羸瘦，饥渴所逼，余命无几，我等何
能为求如是难得饮食？谁复为斯自舍身命，济其饥苦？”第一王子言：“一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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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无过己身。”萨埵王子言：“我等今者，于自己身，各生爱恋，复无智慧，
不能于他而兴利益，然有上士，怀大悲心，常为利他亡身济物。”复作是念：“我
今此身，于百千生，虚弃烂坏，曾无所益，今日何不舍身以济饥苦？如捐洟唾！”
时诸王子作是议已，各起慈心，凄伤愍念，共观羸虎，目不暂移，徘徊良久，俱
舍而去。尔时萨埵王子便作是念：“我舍身命，今正是时。何以故？
我从久来持此身， 臭秽脓流不可爱， 供给敷具并衣食， 象马车乘及珍财。
变坏之法体无常， 恒求难满难保守； 虽常供养怀怨害， 终归弃我不知恩。
复次，此身不坚，于我无益，可畏如贼，不净如粪，我于今日，当使此身，
修广大业，于生死海，作大舟航，弃舍轮回，令得出离。”复作是念：“若舍此
身，则舍无量痈疽恶疾，百千怖畏。是身唯有大小便利，不坚如泡，诸虫所集，
血脉筋骨共相连持，甚可厌患。是故我今应当弃舍，以求无上究竟涅槃，永离忧
患无常苦恼，生死休息，断诸尘累，以定慧力圆满熏修，百福庄严成一切智，诸
佛所赞微妙法身，既证得已，施诸众生无量法乐。”是时王子兴大勇猛，发弘誓
愿，以大悲念增益其心，虑彼二兄情怀怖惧，共为留难，不果所祈，即便白言：
“二兄先去，我随于后。”尔时王子摩诃萨埵还入林中，至其虎所，脱去衣服，
置于竹上，作是誓言：
我为法界诸众生， 志求无上菩提处； 起大悲心不倾动， 当舍凡夫所爱身。
菩提无患无热恼， 诸有智者之所乐； 三界苦海诸众生， 我今拔济令安乐。
是时王子作是言已，于饿虎前委身而卧。由此菩萨慈悲威势，虎无能为。菩
萨见已，即上高山，投身于地，时诸神仙捧接王子，而无伤损。复作是念：‘虎
今羸瘦，不能食我。’即起求刀，竟不能得。即以干竹刺颈出血，渐近虎边，是
时大地六种震动，如风激水，涌没不安，日无精明，如罗睺障，诸方闇蔽，无复
光辉，天雨名华，及妙香末，缤纷乱坠，遍满林中。尔时虚空有诸天众，见是事
— 110 —

已，生随喜心，叹未曾有，咸共赞言：“善哉大士！”即说颂曰：
大士救护运悲心， 等视众生如一子； 勇猛欢喜情无吝， 舍身济苦福难思。
定至真常胜妙处， 永离生死诸缠缚； 不久当获菩提果， 寂静安乐证无生。
是时饿虎既见菩萨颈下血流，即便舐血，啖肉皆尽，唯留余骨。尔时第一王
子见地动已，告其弟曰：
大地山河皆震动， 诸方闇蔽日无光； 天花乱坠遍空中， 定是我弟舍身相。
第二王子闻兄语已，说伽他曰：
我闻萨埵慈悲语， 见彼饿虎身羸瘦； 饥苦所缠恐食子， 我今疑弟舍其身。
时二王子生大愁苦，啼泣悲叹，即共相随，还至虎所。见弟衣服在竹枝上，
骸骨及发在处纵横，血流成泥，沾污其地。见已，闷绝不能自持，投身骨上，久
乃得苏，即起举手哀号大哭。俱时叹曰：
我弟貌端严， 父母偏爱念； 云何俱共出， 舍身而不归？
父母若问时， 我等如何答？ 宁可同捐命， 岂复自存身。
时二王子悲泣懊恼，渐舍而去，时小王子所将侍从，互相谓曰：“王子何在？
宜共推求。”
尔时，国大夫人寝高楼上，便于梦中见不祥相，被割两乳，牙齿堕落，得三
鸽鶵，一为鹰夺，二被惊怖。地动之时，夫人遂觉，心大愁恼，作如是言：
何故今时大地动， 江河林树皆摇震； 日无精光如覆蔽， 目瞬乳动异常时。
如箭射心忧苦逼， 遍身战掉不安隐； 我之所梦不祥征， 必有非常灾变事。
夫人两乳忽然流出，念此必有变怪之事。时有侍女闻外人言：‘求觅王子，
今犹未得！’心大惊怖，即入宫中白夫人曰：“大家知不？外闻诸人散觅王子，
遍求不得！”时彼夫人闻是语已，生大忧恼，悲泪盈目，至大王所，白言：“大
王！我闻外人作如是语；失我最小所爱子！”王闻语已，惊惶失所，悲哽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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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哉！今日失我爱子！”即便抆泪慰喻夫人，告言：“贤首！汝勿忧戚，吾今
共出求觅爱子。”王与大臣及诸人众即共出城，各各分散随处求觅。未久之顷，
有一大臣前白王曰：“闻兩王子在，愿勿忧愁，然最小者，今犹未见。”王闻是
语，悲叹而言：“苦哉！苦哉！失我最小所爱子！”
初有子时欢喜少， 后失子时忧苦多； 若使我儿重寿命， 纵我身亡不为苦。
夫人闻已，忧恼缠怀，如被箭中，而嗟叹曰：
我之三子并侍从， 俱往林中共游赏； 最小爱子独不还， 定有乖离灾厄事。
次第二臣来至王所。王问臣曰：“最小所爱子何在？”第二大臣懊恼啼泣，
喉舌干燥，口不能言，竟无辞答。夫人问曰：
速报小子今何在？ 我身热恼遍烧然； 闷乱荒迷失本心， 勿使我胸今破裂！
时第二臣，即以王子舍身之事，具白王知。王及夫人闻其事已，不胜悲噎，
望舍身处，骤驾前行，诣竹林所，至彼菩萨舍身之地，见其骸骨随处交横，俱时
投地，闷绝将死，犹如猛风吹倒大树，心迷失绪，都无所知。时大臣等，以水遍
洒，王及夫人，良久乃苏，举手而哭，咨嗟叹曰：
祸哉爱子端严相， 因何死苦先来逼？ 若我得在汝前亡， 岂见如斯大苦事。
尔时夫人迷闷稍止，头发蓬乱，两手椎胸，宛转于地，如鱼处陆，若牛失子，
悲泣而言：
我子谁屠割，

余骨散于地？

失我所爱子，

忧悲不自胜。

苦哉谁杀子，

致斯忧恼事；

我心非金刚，

云何而不破？

我梦中所见，

两乳皆被割；

牙齿悉堕落，

今遭大苦痛。

又梦三鸽鶵，

一被鹰擒去；

今失所爱子，

恶相表非虚。
尔时，大王及于夫人并二王子，尽哀号哭，璎珞不御，与诸人众共收菩萨遗
骨舍利，用于供养，置窣堵波中。阿难陀！汝等应知！此即是彼菩萨舍利。”复
— 112 —

告阿难陀：“我于昔时，虽具烦恼贪瞋痴等，能于地狱、饿鬼、傍生五趣之中，
随缘救济，令得出离。何况今时烦恼都尽，无复余习，号天人师，具一切智，而
不能济度一一众生，令出生死烦恼轮回耶？”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我念过去世，

无量无数劫，

或时作国王，

或复为王子，

常行于大施，

及舍所爱身，

愿出离生死，

至妙菩提处。

昔时有大国，

国主名大车，

王子名勇猛，

常施心无吝。

王子有二兄，

号大渠大天；

三人同出游，

渐至山林所。

见虎饥所逼，

便生如是心：

此虎饥火烧，

更无余可食。

大士睹如斯，

恐其将食子；

舍身无所顾，

救子不令伤。

大地及诸山，

一时皆震动；

江海皆腾跃，

惊波水逆流。

天地失光明，

昏冥无所见；

林野诸禽兽，

飞奔丧所依。

二兄怪不还，

忧戚生悲苦；

即与诸侍从，

林薮遍寻求。

兄弟共筹议，

复往深山处；

四顾无所有，

见虎处空林。

其母并七子，

口皆有血污；

残骨并余发，

纵横在地上。

复见有流血，

散在树林所；

二兄既见已，

心生大恐怖。

闷绝俱躄地，

荒迷不觉知；

尘土坌其身，

六情皆失念。

王子诸侍从，

啼泣心忧恼；

以水洒令苏，

举手号啕哭。

菩萨舍身时，

慈母在宫内；

五百诸婇女，

共受于妙乐。

夫人之两乳，

忽然自流出；

遍体如针刺，

苦痛不能安。

欻生失子想，

忧箭苦伤心；

即白大王知，

陈斯苦恼事。

悲泣不堪忍，

哀声向王说：

大王今当知，

我生大苦恼。

两乳忽流出，

禁止不随心；

如针遍刺身，

烦宛胸欲破。

我先梦恶征，

必当失爱子；

愿王济我命，

知儿存与亡。

梦见三鸽鶵，

小者是爱子；

忽被鹰夺去，

悲愁难具陈。

我今没忧海，

趣死将不久；

恐子命不全，

愿为速求觅。

又闻外人语， 小 子求不得；

我今意不安，

愿王哀愍我。

夫人白王已，

举身而躄地；

悲痛心闷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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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迷不觉知。

婇女见夫人，

闷绝在于地；

举声皆大哭，

忧惶失所依。

王闻如是语，

怀忧不自胜；

因命诸群臣，

寻求所爱子。

皆共出城外，

各随处追觅；

涕泣问诸人：

王子今何在？

今者为存亡，

谁知所去处？

云何令我见，

解我忧悲心？

诸人悉共传，

咸言王子死；

闻者皆伤悼，

悲叹苦难裁。

尔时大车王，

悲号从座起；

即就夫人处，

以水洒其身。

夫人蒙水洒，

久乃得醒悟；

悲啼以问王：

我儿今在不？

王告夫人曰：

我已使诸人，

四向求王子，

尚未有消息。

王又告夫人：

汝莫生烦恼，

且当自安慰，

可共出追寻。

王即与夫人，

严驾而前进；

号动声凄感，

忧心若火然。

士庶百千万，

亦随王出城，

各欲求王子，

悲号声不绝。

王求爱子故，

目视于四方，

见有一人来，

被发身涂血，

遍体蒙尘土，

悲哭逆前来。

王见是恶相，

倍复生忧恼，

王便举两手，

哀号不自裁。

初有一大臣，

匆忙至王所，

进白大王曰：

幸愿勿悲哀；

王之所爱子，

今虽求未获，

不久当来至，

以释大王忧。

王复更前行，

见次大臣至，

其臣诣王所，

流泪白王言：

二子今现在，

被忧火所逼；

其第三王子，

已被无常吞。

见饿虎初生，

将欲食其子，

彼萨埵王子，

见此起悲心，

愿求无上道，

当度一切众。

系想妙菩提，

广大深如海；

即上高山顶，

投身饿虎前。

虎羸不能食，

以竹自伤颈；

遂啖王子身，

唯有余骸骨。

时王及夫人，

闻已俱闷绝；

心没于忧海，

烦恼火烧然。

臣以栴檀水，

洒王及夫人；

俱起大悲号，

举手椎胸臆。

第三大臣来，

白王如是语：

我见二王子，

闷绝在林中，

臣以冷水洒，

尔乃暂苏息；

顾视于四方，

如猛火周遍，

暂起而还伏，

悲号不自胜；

举手以哀言，

称叹弟希有。

王闻如是说， 倍增忧火煎； 夫人大号啕， 高声作是语：
我之小子偏重爱， 已为无常罗刹吞； 余有二子今现在， 复被忧火所烧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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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速可之山下， 安慰令其保余命。 即便驰驾望前路， 一心诣彼舍身崖。
路逢二子行啼泣， 椎胸懊恼失容仪； 父母见已抱忧悲， 俱往山林舍身处。
既至菩萨舍身地， 共聚悲号生大苦； 脱去璎珞尽哀心， 收取菩萨身余骨。
与诸人众同供养， 共造七宝窣堵波； 以彼舍利置函中， 整驾怀忧趣城邑。
复告阿难陀： 往时萨埵者，

即我牟尼是，

勿生于异念。

王是父净饭，

后是母摩耶；

太子谓慈氏，

次曼殊室利，

虎是大世主，

五儿五苾刍，

一是大目连，

一是舍利弗。

我为汝等说，

往昔利他缘，

如是菩萨行，

成佛因当学。

菩萨舍身时，

发如是弘誓：

愿我身余骨，

来世益众生。

此是舍身处，

七宝窣堵波，

已经无量时，

遂沈于厚地。

由昔本愿力，

随缘兴济渡，

为利于人天，

从地而涌出。

尔时世尊说是往昔因缘之时，无量阿僧企耶人天大众，皆大悲喜，叹未曾有，
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复告树神：“我为报恩，故致礼敬。”佛摄神力，
其窣堵波还没于地。
金光明最胜王经十方菩萨赞叹品第二十七
尔时，释迦牟尼如来说是经时，于十方世界有无量百千万亿诸菩萨众，各从
本土诣鹫峰山，至世尊所，五轮着地，礼世尊已，一心合掌，异口同音而赞叹曰：
佛身微妙真金色， 其光普照等金山； 清净柔软若莲华， 无量妙彩而严饰。
三十二相遍庄严， 八十种好皆圆备； 光明昞着无与等， 离垢犹如净满月。
其声清彻甚微妙， 如师子吼震雷音； 八种微妙应群机， 超胜迦陵频伽等。
百福妙相以严容， 光明具足净无垢； 智慧澄明如大海， 功德广大若虚空。
圆光遍满十方界， 随缘普济诸有情； 烦恼爱染习皆除， 法炬恒然不休息。
哀愍利益诸众生， 现在未来能与乐； 常为宣说第一义， 令证涅槃真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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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甘露殊胜法， 能与甘露微妙义； 引入甘露涅槃城， 令受甘露无为乐。
常于生死大海中， 解脱一切众生苦； 令彼能住安隐路， 恒与难思如意乐。
如来德海甚深广， 非诸譬喻所能知； 于众常起大悲心， 方便精勤恒不息。
如来智海无边际， 一切人天共测量； 假使千万亿劫中， 不能得知其少分。
我今略赞佛功德， 于德海中唯一渧； 回斯福聚施群生， 皆愿速证菩提果。
尔时，世尊告诸菩萨：“善哉！善哉！汝等善能如是赞佛功德，利益有情，
广兴佛事，能灭诸罪，生无量福。”
金光明最胜王经妙幢菩萨赞叹品第二十八
尔时，妙幢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而说赞曰：
牟尼百福相圆满， 无量功德以严身。 广大清净人乐观， 犹如千日光明照；
焰彩无边光炽盛， 如妙宝聚相端严。 如日初出映虚空， 红白分明间金色；
亦如金山光普照， 悉能周遍百千土。 能灭众生无量苦， 皆与无边胜妙乐；
诸相具足悉严净， 众生乐睹无厌足。 头发柔软绀青色， 犹如黑蜂集妙华；
大喜大舍净庄严， 大慈大悲皆具足。 众妙相好为严饰， 菩提分法之所成；
如来能施众福利， 令彼常获大安乐。 种种妙德共庄严， 光明普照千万土；
如来光相极圆满， 犹如赫日遍空中。 佛如须弥功德具， 示现能周于十方；
如来金口妙端严， 齿白齐密如珂雪。 如来面貌无伦匹， 眉间毫相常右旋；
光润鲜白等颇梨， 犹如满月居空界。
佛告妙幢菩萨：“汝能如是赞佛，功德不可思议，利益一切，令未知者随顺
修学。”
金光明最胜王经菩提树神赞叹品第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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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时，菩提树神，亦以伽他赞世尊曰：
敬礼如来清净慧！ 敬礼常求正法慧！ 敬礼能离非法慧！ 敬礼恒无分别慧！
希有世尊无边行， 希有难见比优昙， 希有如海镇山王， 希有善逝光无量。
希有调御弘慈愿， 希有释种明逾日， 能说如是经中宝， 哀愍利益诸群生。
牟尼寂静诸根定， 能入寂静涅槃城， 能住寂静等持门， 能知寂静深境界。
两足中尊住空寂， 声闻弟子身亦空， 一切法体性皆无， 一切众生悉空寂。
我常忆念于诸佛， 我常乐见诸世尊， 我常发起殷重心， 常得值遇如来日。
我常顶礼于世尊， 愿常渴仰心不舍， 悲泣流泪情无间， 常得奉事不知厌。
惟愿世尊起悲心， 和颜常得令我见， 佛及声闻众清净， 愿常普济于人天。
佛身本净若虚空， 亦如幻焰及水月， 愿说涅槃甘露法， 能生一切功德聚。
世尊所有净境界， 慈悲正行不思议， 声闻独觉非所量， 大仙菩萨不能测。
惟愿如来哀愍我， 常令睹见大悲身， 三业无倦奉慈尊， 速出生死归真际。
尔时世尊闻是赞已，以梵音声告树神曰：“善哉！善哉！善女天！汝能于我
真实无妄清净法身，自利利他宣扬妙相，以此功德令汝速证最上菩提，一切有情
同所修习，若得闻者，皆入甘露无生法门。”
金光明最胜王经大辩才天女赞叹品第三十
尔时，大辩才天女即从座起，合掌恭敬，以直言词赞世尊曰：
“南无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身真金色，咽如螺贝，面如满月，目类青莲，
唇口赤好如颇梨色，鼻高修直如截金铤，齿白齐密如拘物头华，身光普照，如百
千日，光彩映彻，如赡部金。所有言说，无有错谬，示三解脱门，开三菩提路，
心常清净，意乐亦然，佛所住处，及所行境，亦常清净，离非威仪，进止无谬。
六年苦行，三转法轮，度苦众生，令归彼岸。身相圆满，如拘陀树，六度熏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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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无失，具一切智，自他利满，所有宣说，常为众生，言不虚设，于释种中，
为大师子，坚固勇猛，具八解脱。我今随力称赞如来少分功德，犹如蚊子饮大海
水，愿以此福，普及有情，永离生死，成无上道。”
尔时，世尊告大辩才天曰：“善哉！善哉！汝久修习，具大辩才，今复于我
广陈赞叹，令汝速证无上法门，相好圆明，普利一切。”
金光明最胜王经付嘱品第三十一
尔时，世尊普告无量菩萨，及诸人天一切大众：“汝等当知！我于无量无数
大劫，勤修苦行，获甚深法，菩提正因，已为汝说。汝等谁能发勇猛心，恭敬守
护，我涅槃后，于此法门广宣流布，能令正法久住世间？”
尔时，众中有六十俱胝诸大菩萨，六十俱胝诸天大众，异口同音作如是语：
“世尊！我等咸有欣乐之心，于佛世尊无量大劫勤修苦行所获甚深微妙之法，菩
提正因，恭敬护持，不惜身命，佛涅槃后，于此法门广宣流布，当令正法久住世
间。”
尔时诸大菩萨，即于佛前说伽他曰：
世尊真实语，

安住于实法；

由彼真实故，

护持于此经。

大悲为甲胄，

安住于大慈；

由彼慈悲力，

护持于此经。

福资粮圆满，

生起智资粮；

由资粮满故，

护持于此经。

降伏一切魔，

破灭诸邪论；

断除恶见故，

护持于此经。

护世并释梵，

乃至阿苏罗；

龙神药叉等，

护持于此经。

地上及虚空，

久住于斯者；

奉持佛教故，

护持于此经。

四梵住相应，

四圣谛严饰；

降伏四魔故，

护持于此经。

虚空成质碍，

质碍成虚空；

诸佛所护持， 无能倾动者。
尔时，四大天王闻佛说此护持妙法，各生随喜护正法心，一时同声说伽他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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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于此经， 及男女眷属； 皆一心拥护， 令得广流通。
若有持经者， 能作菩提因； 我常于四方， 拥护而承事。
尔时，天帝释合掌恭敬，说伽他曰：
诸佛证此法， 为欲报恩故； 饶益菩萨众， 出世演斯经。
我于彼诸佛， 报恩常供养； 护持如是经， 及以持经者。
尔时，睹史多天子合掌恭敬，说伽他曰：
佛说如是经， 若有能持者； 当住菩提位， 来生睹史天。
世尊我庆悦， 舍天殊胜报； 住于赡部洲， 宣扬是经典。
尔时，索诃世界主梵天王合掌恭敬，说伽他曰：
诸静虑无量， 诸乘及解脱； 皆从此经出， 是故演斯经。
若说是经处， 我舍梵天乐； 为听如是经， 亦常为拥护。
尔时，魔王子名曰商主合掌恭敬，说伽他曰：
若有受持此， 正义相应经； 不随魔所行， 净除魔恶业。
我等于此经， 亦当勤守护； 发大精进意， 随处广流通。
尔时，魔王合掌恭敬，说伽他曰：
若有持此经， 能伏诸烦恼； 如是众生类， 拥护令安乐。
若有说是经， 诸魔不得便； 由佛威神故， 我当拥护彼。
尔时，妙吉祥天子亦于佛前说伽他曰：
诸佛妙菩提， 于此经中说； 若持此经者， 是供养如来。
我当持此经， 为俱胝天说； 恭敬听闻者， 劝至菩提处。
尔时，慈氏菩萨合掌恭敬，说伽他曰：
若见住菩提， 与为不请友； 乃至舍身命， 为护此经王。
我闻如是法， 当往睹史天； 由世尊加护， 广为人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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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时，上座大迦叶波合掌恭敬，说伽他曰：
佛于声闻乘， 说我鲜智慧； 我今随自力， 护持如是经。
若有持此经， 我当摄受彼； 授其词辩力， 常随赞善哉。
尔时，具寿阿难陀合掌向佛，说伽他曰：
我亲从佛闻， 无量众经典； 未曾闻如是， 深妙法中王。
我今闻是经， 亲于佛前受； 诸乐菩提者， 当为广宣通。
尔时，世尊见诸菩萨人天大众各各发心，于此经典流通拥护，劝进菩萨广利
众生，赞言：“善哉！善哉！汝等能于如是微妙经王虔诚流布，乃至于我般涅槃
后不令散灭，即是无上菩提正因，所获功德，于恒沙劫说不能尽。若有苾刍、苾
刍尼、邬波索迦、邬波斯迦，及余善男子、善女人等，供养恭敬，书写流通，为
人解说，所获功德，亦复如是，是故汝等应勤修习。”
尔时，无量无边恒沙大众，闻佛说已，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十
此經梵筴，英國王立亞細亞協會所藏，比諸當譯，頗有所缺，若陀羅尼不存者甚
多矣。即依宗教大學圖書館西藏譯本對比出之，蓋蕃藏金光明經有兩部，其一實
原義淨所譯漢本，脗合固其所已耳，而間有少異，讀者就知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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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二零一一年三月至四月馬來西亞萬撓佛教會蔡文端居士修訂。
公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五日再修正《寶髻如來十二緣生句陀羅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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